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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简介

本手册可在您使用 oce TC4 时提供帮助。 本手册包含产品介绍和 oce TC4

的操作指南。

定义

注意事项

您需要特别留意本手册的一些内容。 这些内容可能包括以下方面：
■ 附加的一般信息，例如有助于您执行任务的有用信息。
■ 防止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的信息。

警告、小心和注意

单词警告、小心和注意用于提醒您注意重要信息。

注意事项概述#

说明图标用词

忽略此警告将会导致严重伤害甚至死亡。

警告指示具有多个图标以便警告各种危险。 这

些图标如下所示。

警告

一般伤害警告

表面高温警告

电击危险警告

活动部件警告

激光损伤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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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图标用词

忽略此警告将会导致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坏。警告

指示附加重要信息。注释

执行相关操作时，必须戴上防热手套。

安全信息

使用此 Océ 产品前，请确保阅读并理解用户文档中的安全信息。 您可通过

http://global.oce.com/support/ 下载安全信息，或者在设备附带的用户文

档 CD/DVD（如果有）上找到此信息，还可以从当地的 Océ 代表处获得此信

息。 为避免可能的危险，只能由具备相应资格且经过培训的维护技师进行维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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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文档

简介

本手册是整个文档集的一部分。下表列出了一份完整的可用文档概述。

可用文档
可用文档#

中文档产品

■ 在

http://global.oce.com/support/

上

可提供多种语言的

PDF 文件。
■ CD-ROM 中

可提供多种语言的

html 文档和 PDF 文

件。

用户手册 - 操作信息oce TC4

■ 在

http://global.oce.com/support/

上

可提供多种语言的

PDF 文件。

用户手册 - 安全信息

CD-ROM，只提供英文版

的 PDF 文件。

Océ TDS-TCS 连接手

册。

oce TC4 Power Logic®

controller

嵌入在应用程序中，一

个 20 种语言的联机帮

助文件。

集成的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

联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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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档产品

CD-ROM，一个多语言的

PDF 文件。

Océ Account Center

用户手册

Océ Account Center

嵌入在应用程序中，一

个多语言的联机帮助文

件。

Océ Account Logic 联

机帮助。

嵌入在应用程序中，一

个多语言的联机帮助文

件。

Océ Account Console

联机帮助。

嵌入在应用程序中，一

个多语言的联机帮助文

件。

Océ License Logic 联

机帮助

Océ License Logic

嵌入在应用程序中，一

个多语言的联机帮助文

件。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联

机帮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CD-ROM，一个多语言的

PDF 文件。

Océ Repro Desk 用户

手册

Océ Repro Desk

嵌入在应用程序中，一

个多语言的联机帮助文

件。

Océ Repro Desk 联机

帮助

通知：
有关最新信息，请访问 Océ 网站 http://global.oce.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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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本手册

简介

用下列方法可以快速访问主题。
■ 参考本手册后面的数字字母索引。
■ 参考本手册开始的目录。

在查看整个目录之前，还可以使用下表快速查找主题。

本手册包含以下各章。

#

主题节章

总体介绍 oce TC4 及其概念， 概括说

明其主要功能。

简介1

■ 简介
■ 基本和扩展的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
■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

序的扫描作业管理
■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

序的扫描目标位置管理

使用扫描仪2

■ 简介
■ 安装和启动应用程序
■ 使用应用程序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3

■ 简介
■ [扫描作业]、[扫描仪模板]、[首选

项] 和 [配置] 的概念

oce TC4 Power

Logic® controller

application

4

■ 概述 Océ Publisher Copy
■ 复制扫描仪的相关设置
■ 执行基本复印作业（启用'直接复印模

式'）
■ 执行扩展复印作业（启用'直接复印模

式'）

Océ Publisher

Copy 选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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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节章

■ 简介
■ 在 Océ License Logic 应用程序中执

行任务

Océ License Logic6

■ Océ Account Logic
■ Océ Account Console

Océ Account

Center

7

维护扫描仪维护 oce TC48

■ 系统概览
■ 图形操作面板概览
■ 系统规格

概览和表格附录 A

读者意见表

各地 Océ 机构地址

其它附录 B

指明使用关键词可以在手册中查找到信

息的位置。

索引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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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念和完整的工作流

定义

完整的 Oce 解决方案包括多种管理文档工作流的硬件和软件产品。 完整的文

档工作流包括几种不同的作业和文档。 下图说明了一套完整的 Oce 解决方案

和文档工作流。

插图

A B

[10] 系统设置和控制概述。

不同文档

完整的工作流包括以下几种文档。

#

文档序号

原稿1

2 文件

不同产品

完整的 Oce 解决方案由下列元素组成。
■ 扫描仪 (A)
■ 控制器 (B)
■ 文档管理软件。

不同作业

图示中的箭头显示了不同的作业。 Océ 解决方案的完整文档工作流包括下列

各类作业。
■ 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

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以原稿 (1) 开始，并以文件 (2) 结束。
■ 设置和控制完整的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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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处执行哪项作业

使用下列产品可以执行以下作业。
■ 扫描仪操作面板上的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
■ 在控制器上设置和控制完整的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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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 TC4 主要概念

绿色键原则

oce TC4 是一个操作简便的扫描仪。 扫描仪操作简便。 扫描仪模板可以存储

首选的设置组合，因此扫描仪更加简便易用。

扫描仪模板

扫描仪提供了众多自定义模板，用以设置扫描作业。 通过扫描仪模板，您可

以存储首选作业设置。 要启动作业，只需选择扫描仪操作面板上的某一模板，

并按绿色 [开始] 键即可。 您可以在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

序中管理模板。

Océ Scan Logic®

oce TC4 具有扫描生成电子文件功能。系统将在扫描 文档之后，以数字方式

存储文档。 支持十个自定义扫描目标位置 。 您可以在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中管理扫描作业和扫描目标位置。

网络连接

oce TC4 支持多个通用的网络 协议。 这意味着您可以在多种网络化 环境中

使用它，例如 TCP/IP® Pserver (IPX/SPX)。 您可以通过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在网络中配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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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交互

简介

用户可以从本地 位置和远程位置与 oce TC4 进行通信。

操作面板

oce TC4 具有下列用户界面。

通过扫描仪的扫描操作面板，您可以定义扫描作业设置，且可以进行扫描仪设

置。

集成的 oce TC4 Power Logic® controller 应用程序

oce TC4 Power Logic® controller 应用程序支持集中工作流。 您只能在一

个明显、直观的布局中执行众多基于用户角色访问的任务。 在独立工作区，

您可以全面了解、控制扫描作业管理。另外，您还可以管理扫描仪模板、系统

首选项和网络连接设置。 在此应用程序中，您还可以监视系统状态。

通过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您可以从任何网络化工作站访问集成

的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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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 TC4 用户。

简介

公司或部门的各类用户都使用 oce TC4。 您需要具有一定的访问权限才能访

问 oce TC4 和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具体权限取决于您需要在 oce

TC4 上执行的任务。 访问权限由您的公司分配。 请联系扫描仪负责人，了解

您需要具有哪些 oce TC4 权限与用户角色。 在公司分配完用户角色和专用工

作区之后，您可以详细自定义扫描仪，使其符合您的工作流。

oce TC4 可以识别下列用户角色。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中各工作区用户权限概述

通过下表，您可以了解到用户在 4 个主要工作区具有读取权限还是仅具有查

看权限。

■ X: 表示用户在此工作区具有全部权限
■ 0: 表示用户在此工作区只能查看信息
■ 1: 表示用户可以将扫描仪模板从模板库转至扫描仪操作面板。
■ 2: 表示用户可以锁定或解锁扫描目标位置。

#

'配置''首选项'扫描仪 '模板''扫描作业'工作区 —>

用户角色

000X'匿名'

0001X日常操作员

0XXX2主操作员

X000系统管理员

'匿名' 用户

'匿名' 用户是普通用户，可以使用 oce TC4 扫描作业。 普通用户或普通职

员无权更改系统设置。

在集成的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中，匿名用户可以在 '扫描作业' 工

作区删除其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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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若为 '匿名' 用户，您无须登录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

日常操作员

日常操作员负责中心部门中 oce TC4 的日常使用。 此类用户可在扫描仪上进

行扫描。

在集成的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中，日常操作员无 '首选项' 和 '配

置' 工作区权限，在 '模板' 工作区具有有限权限，在 '扫描作业' 工作区具

有所有权限。

主操作员

主操作员负责持续管理系统，保障系统对所有用户的可用性。 在大型机构中，

主操作员负责机构外部门文档与扫描文件的顺利生成。 主操作员还须确保本

机构部门能够快速、高效地执行任务。

在集成的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中，除 '配置' 工作区（为系统管理

员职责）之外， 主操作员具有所有工作区（'扫描作业'、'模板'、'首选项'）

的所有权限。

系统管理员

系统管理员负责环境中 安装和oce TC4 的配置 。 此类人员 定义安全设置并

管理许可证。

在集成的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中，只有系统管理员具有 '配置' 工

作区权限。

Océ 维修

用于维护的专用用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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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了解 oce TC4

oce TC4

oce TC4 的配置

oce TC4 为质量、效率高、格式广泛的彩色扫描仪，用以扫描工程文档。.

oce TC4 可以只具有扫描仪配置。 oce TC4 具有扫描生成电子文件功能。

oce TC4 可以恰当适应您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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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 TC4 组件

简介

oce TC4 可以作为具有扫描生成电子文件功能的扫描仪

oce TC4 包括下列组件。

#

组件编号

扫描仪1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2

oce TC4 扫描仪

[11] 扫描仪

使用 oce TC4 扫描仪，您可以执行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作业类型可以为

彩色、灰色或黑白。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

oce TC4 配有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因此您能够以最佳的方式使用

扫描仪。

在 Océ Power Logic® 控制器上运行的集成应用程序 可以让您控制整个工作

流。

使用用户定义的访问权限可以登录以下工作区。
■ 。'扫描作业' 在该工作区，您可以管理控制器和网络上的扫描生成电子文

件作业和扫描作业目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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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仪 '模板'。 在该工作区，您可以自定义、维护扫描仪操作面板上可见

的扫描模板。
■ 。'首选项' 在该工作区，您可以透彻了解扫描仪和控制器的所有系统默认

设置。
■ 。'配置' 在该工作区，您可以管理网络连接、安全相关的所有设置。
■ 系统控制栏提供了扫描仪和控制器的状态信息，在应用程序中随时可见。

负责监视设置内存、显示控制器上的可用存储空间。

可选软件

您可以订购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的下列可选功能。
■ 帐户记录。

帐户记录的目的是簿记，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可以跟踪所有作业。

对于每项作业 ，都会存储作业信息 。
■ Océ Publisher Copy。

此选项允许您将扫描的文档直接发送至 Océ ColorWave 600 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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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和关闭 oce TC4

简介

您可以打开、关闭 oce TC4 扫描仪。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的开关

与扫描仪无关。 在打开和关闭 oce TC4 和扫描仪时，不必 按特定顺序进行

操作。

电源开/关
#

操作部分

使用扫描仪原稿送纸台 前下方的开关，可以打开和关闭扫

描仪。

扫描仪

使用控制器前面的电源键。

使用开 / 关键。

控制器打开时：

按键一次并等待 30-60 秒。 键上的绿色 LED 灯将熄灭，

表示控制器已关闭。 持续按键 4 秒钟可以立即关闭控制

器。

控制器关闭时：

按键一次可以启动控制器。 按下该键后，绿色 LED 灯将亮

起。

您也可以在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中关闭

控制器。 访问顶部工具栏中的 [系统] 菜单，执行该操作。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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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介绍扫描仪的使用方法。

使用扫描仪操作面板

简介

使用扫描仪操作面板可以定义作业设置。 您可以按两种方式定义作业设置。
■ 使用左侧软键和滚轮。

如果您喜欢常规的逐步方式，您可以使用此方法。
■ 只能使用滚轮和滚轮键。

如果您喜欢快速方式，可以使用该方法。

注意：扫描仪操作面板也使用图标来解释设置。 下图显示了 的扫描仪操作员

面板。 关于183 页上的‘扫描仪操作面板’各键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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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1 2 3 4 5 6 7 8 9 0 

[12] Océ TC4 扫描仪 的操作面板

使用左侧软键和滚轮定义作业设置

1. 使用左侧某一软键选择一个作业模板。

前 5 项设置将显示。

2. 使用滚轮查找设置。

设置名称前面的小矩形表示滚轮焦点。

3. 使用左侧软键选择设置。

设置类型包括几种。 扫描仪操作面板的行为和设置定义取决于您所选的设置

类型。 您可以选择下列设置类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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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设置只能包含两个值，如 [开] 和 [关]。

当您选择不是焦点的设置时，该设置将成为焦点。 当选择已经是焦点的设

置时，设置将保持焦点且保持不变。

使用左侧软键更改设置值。 值和图标将变动。
■ 含有一系列值的设置，如 '更浅/更深'。

使用滚轮定义所需的值。 值和图标将变动。
■ 含有一系列设置的设置，如 '原稿类型'。

使用滚轮定义所需的值。 值和图标将变动。

使用左侧软键选择设置系列中的下一个设置。

通知：
您可以使用数字键输入数字值。 要输入负数值，首先滚动到负数值，然后使

用数字键输入数值。

4. 使用右下方软键选择 '关闭'。

5. 从步骤 4 开始重复执行，以定义下一项设置。

通知：
使用左下方键的 '默认值' 选项，可以将作业模板的所有设置设定为默认值。

您只能使用滚轮和滚轮键定义作业设置

1. 使用滚轮聚焦到一个作业模板上。

模板前面的小菱形表示滚轮焦点。

2. 使用滚轮键选择一个作业模板。

前 5 项设置将显示。

3. 使用滚轮查找设置。

设置名称前面的小矩形表示滚轮焦点。

4. 使用滚轮键选择设置。

设置类型包括几种。 扫描仪操作面板的行为和设置定义取决于您所选的设置

类型。 您可以选择下列设置类型之一。
■ 一个设置只能包含两个值，如 [开] 和 [关]。

使用滚轮键更改设置值。 值和图标将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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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有一系列值的设置，如 '更浅/更深'。

使用滚轮键打开设置。

使用滚轮定义所需的值。 值和图标将变动。

使用滚轮键关闭设置。
■ 含有一系列设置的设置，如 '原稿类型'。

使用滚轮聚焦到设置。 粗体字的值表示滚轮的焦点。 图标将发生变化。

使用滚轮键打开设置。 值列表将显示。

使用滚轮键打开设置。

使用滚轮定义所需的值。 值和图标将变动。

使用滚轮键关闭设置。

通知：
您可以使用数字键输入数字值。 要输入负数值，首先滚动到负数值，然后使

用数字键输入数值。

5. 使用下方滚轮键选择 '关闭'。

6. 从步骤 4 开始重复执行，以定义下一项设置。

通知：
使用左下方键的 '默认值' 选项，可以将作业模板的所有设置设定为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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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仪基本的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

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简介

简介

基本的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需要执行三个步骤。 送入原稿，然后按开始键。

其它类型的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更改扫描生成电子文件设置的位置），被

称为扩展的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 扩展的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的执行步

骤增加一项。 在扫描仪操作面板上定义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设置。 扫描仪

操作面板将显示五个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模板。 在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

模板，可以访问各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模板的不同设置。 当您选择某一扫

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模板时，扫描仪操作面板将显示所选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

业模板的前 5 项设置。 前 5 项设置为最常用设置。 您可以使用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定义各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模板的前 5 项

设置及其值。 您可以使用滚轮查看其它设置。 开始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之

后，您可以在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中的 '扫描作业' 工作

区管理作业。

插图

[13] 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模板

基本的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操作步骤

1. 放入原稿。

2. 按绿色[开始]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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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您将获得原稿的数字文件。

无精细调整作业模板的扩展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操作步骤

1. 放入原稿。

2. 在扫描仪操作面板上定义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设置。
■ 打开模板。
■ 选择第一项设置并定义值。
■ 选择第二项设置并定义值。
■ ....
■ 选择最后一项设置并定义值。

3. 按绿色[开始]键。

结果

第二步需要几个额外的操作。

带有精细调整作业模板的扩展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操作步骤

1. 放入原稿。

2. 定义作业设置。

从扫描仪操作面板中选择所需模板，并根据需要，更改预定义设置。

3. 按绿色[开始]键。

结果

您将获得原稿的精细调整的数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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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基本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

简介

这部分将介绍基本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的一般工作流。

开始之前

如果您需要经常为某一设置输入相同值，您可以在oce TC4 Power Logic® 控

制器应用程序中将该值设为默认值。

按下开始键之后，扫描仪操作面板将一直显示作业号和作业状态。 扫描生成

电子文件作业将显示在 '扫描作业' 工作区的所选目标位置。

如何在 oce TC4 上执行基本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

1. 将原稿面朝下放入，右对齐。

扫描仪将扫描原稿。

[14] 将原稿面朝下放入，右对齐。

2. 按绿色[开始]键。

结果

扫描仪扫描原稿并将扫描后的文件发送到默认的扫描生成电子文件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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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扩展的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

简介

这部分将介绍扩展的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的一般工作流。

开始之前

如果您需要经常为某一设置输入相同值，则您可以在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中将该值设置为该设置的默认值。

按下开始键之后，扫描仪操作面板将一直显示作业号和作业状态。 扫描生成

电子文件作业将显示在 '扫描作业' 工作区的所选目标位置。

如何在 oce TC4 上执行扩展的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

1. 将原稿面朝下放入，右对齐。

扫描仪将扫描原稿。

[15] 将原稿面朝下放入，右对齐

2. 选择一个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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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义作业设置。

[16] 扫描作业模板的前 5 项设置

38 页上的‘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的可用设置’
■ 滚动到某一设置。
■ 使用左侧软键选择设置。
■ 滚动到所需值。
■ 使用左侧软键选择下一项设置。
■ 滚动到所需值。
■ 选择 '关闭' 可以关闭设置。
■ 如果需要定义更多设置，请从步骤 3 开始重新执行步骤选择。

4. 按绿色[开始]键。

结果

扫描仪扫描原稿并将扫描后的文件发送到定义的扫描生成电子文件目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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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

简介

可以使用扫描仪操作面板上的红色停止键停止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

如何停止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

1. 按红色停止键。

结果

如果在扫描仪的扫描过程中按下红色停止键，扫描过程将停止。扫描仪退出原

稿并取消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

如果在扫描仪的退稿过程中按下红色停止键，退稿过程将继续完成。扫描生成

电子文件作业已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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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的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

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的可用设置

扫描生成电子文件设置
#

说明设置

使用该设置可以定义控制器上扫描生成电子文件

作业的默认目标位置。 最多可以定义 10 个远程

目标位置，其中一个为默认目标位置。

'目标位置'

根据所选的颜色模式和文件类型，压缩模式和组

织的值会有所不同。 对于某些文件类型，可能无

法在所有条件下设置压缩和组织设置。40 页上的

‘'文件类型'’

可用文件类型：
■ PDF
■ TIFF
■ JPEG
■ CALS

'文件类型'

使用该设置可以定义扫描图像的分辨率。 所选的

分辨率越高，图像质量越好，但文件将越大。 42
页上的‘'分辨率'’

'分辨率'

使用该设置可以定义扫描生成电子文件的原稿类

型。 定义的类型会影响输出质量。43 页上的

‘'原稿类型' 和背景补偿’

'原稿类型'

使用该设置可以定义扫描仪所扫描的原稿宽度。

45 页上的‘'原稿宽度'’

'原稿宽度'

使用该设置可以定义已扫描图像边缘的空白区域。

46 页上的‘'删除边'’

'删除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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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设置

使用该设置可以创建原稿的镜像图像。 镜像按传

输方向进行。 （图像沿垂直轴进行镜像。）。

'镜像'

使用该设置可以定义原稿的曝光度。 负值表示曝

光更少，扫描输出更深。 正值表示曝光更多，扫

描输出更浅。

通知：
只有当选择的彩色模式为灰度或黑白时，

才能设定本设置。

'更浅/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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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类型'

根据所选的彩色模式和文件类型，压缩模式和组织的值岣谋洹对于某些文件类

型，无法设置压缩和组织设置。

颜色模式： 灰度
#

组织压缩文件类型颜色模式

■ 'Raw'
■ 'Tiled'
■ 'Striped'

■ '无'
■ 'Packbits'
■

'TIFF''灰度'

不可用■ '无'
■ 'Flate'
■

'PDF'

质量
■ 最高
■ 高
■ 中
■ 最小

■ JPEG

质量
■ 最高
■ 高
■ 中
■ 最小

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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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模式： 黑白
#

组织压缩文件类型颜色模式

■ 'Raw'
■ 'Tiled'
■ 'Striped'

■ '无'
■ 'Group 3'
■ 'Group 4'
■ 'Packbits'

'TIFF''黑白'

不可用■ '无'
■ 'Flate'
■ 'Group 4'

'PDF'

不可用不可用'CALS'

颜色模式： 彩色
#

组织压缩文件类型颜色模式

■ 'Raw'
■ 'Tiled'
■ 'Striped'

■ '无'
■ 'Packbits'
■

'TIFF''彩色'

不可用■ '无'
■

■ 'Flate'

'PDF'

质量
■ 最高
■ 高
■ 中
■ 最小

■ JPEG

质量
■ 最高
■ 高
■ 中
■ 最小

不可用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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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

使用该设置可以定义扫描图像的分辨率。所选的分辨率越高，图像质量越好。

使用滚轮选择所需的扫描分辨率。

#

dpi 值设置

■ '72 dpi'
■ '100 dpi'
■ '150 dpi'
■ '200 dpi'
■ '300 dpi'
■ '400 dpi'
■ '600 dpi'

'分辨率'

通知：
分辨率越高，文件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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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稿类型' 和背景补偿

使用 '原稿类型' 设置可以定义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的原稿类型。 定义的

类型将影响输出质量。

使用 '背景' 设置可以定义原稿的背景补偿。

使用滚轮选择原稿类型和背景补偿。

#

值颜色模式设置

■ 纸张 '美工图案'
■ '线条与文本'
■ '照片'
■ 硫酸纸 '地图'

'彩色''原稿类型'

■ 纸张 '线条与文本'
■ '灰度和线条'
■ '深色原稿'
■ '蓝图'
■ 硫酸纸 '透明'
■ '照片'

'黑白'

■ 纸张 '线条与文本'
■ '灰度和线条'
■ '深色原稿'
■ '蓝图'
■ 硫酸纸 '透明'
■ '照片'

'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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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颜色模式设置

原稿背景有污染时，使用该设置可以提高背

景质量。

补偿取决于原稿的类型。 如启用，'照片'

或 '灰度和线条' 原稿的背景补偿是标准

值。

'背景'

值
■ 自动
■ 开
■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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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稿宽度'

使用该设置可以定义扫描仪所扫描的原稿宽度。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结果图标设置

根据原稿的实际宽度自动确定扫描宽

度。

'自动'

使用该设置可以定义原稿的 '标准'

宽度。

可以选择的标准宽度取决于您在 Oce

Settings Editor 中选择的介质系

列。

'标准'

按控制器前部的按钮，即可关闭控制

器。如果 '自动' 设置或 '标准' 设

置没有提供所需的结果，请使用该设

置。

'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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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边'

使用以下 4 个设置定义图像周围的空白区域。

删除纸边#

结果图标设置

使用该设置删除图像顶部的纸边。

这项操作会减小图像长度。

通知：
图像的顶边就是最先送入扫

描仪的边。

'删除边' - '前

导'

使用该设置删除图像底部的纸边。

这项操作会减小图像长度。

'删除边' - '尾

随'

使用该设置可以删除图像/原稿的左

边（面朝上观察）。 这项操作会减

小图像宽度。

'删除边' - '左'

使用该设置可以删除图像的右边（面

朝上观察）。 这项操作会减小图像

宽度。

'删除边' -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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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 TC4 Power Logic® controller 应用程序上
的扫描作业

扫描作业管理

'扫描作业' 工作区

在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的 '扫描作业' 工作区，您可以 配置扫描

作业工作流。

'扫描作业' 工作区分为三个区域，管理着整个扫描作业工作流程。

扫描作业工作区的区域#

说明扫描作业工作
区

定义和管理本地的扫描目标位置。控制器上的

目标位置

定义和管理远程的扫描目标位置。远程目标位

置

查看已扫描文档，或者查看或编辑已扫描文档的属性。扫描作业查

看区

通知：
有些选项只有特定用户可以使用。 您必须以主操作员身份登录才能在 '扫描

作业' 工作区中执行全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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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扫描作业工作区

控制器上的扫描目标位置

在工作区中的这一区域，您可以看到扫描作业的默认目标位置。 在默认情况

下，所有扫描作业都存储在控制器上。 默认扫描作业目标位置不可删除。

使用 '扫描作业' 工作区顶部的工具栏，您可以创建、编辑和删除控制器上的

本地扫描作业目标位置 。

在 [扫描目标位置] 区还可以访问 [未发送的扫描] 作业文件夹。 这些作业

必须发送到远程目标位置，但无法提交。 这些作业临时存储在控制器上的

[未发送的扫描作业] 文件夹中。

远程目标位置

如果不想在控制器的本地目标位置创建扫描作业目标位置，也可以在远程位置

创建目标位置。 远程扫描目标位置区显示创建的远程目标位置。 远程目标位

置是工作区上的一个目录，可以通过网络访问。

您可以使用 '扫描作业' 工作区顶部的工具栏，创建、编辑和删除远程扫描作

业目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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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择远程扫描作业目标位置时，存储在所选目标位置的作业将显示在工作区

的右侧，即 '扫描作业' 查看区。

扫描作业查看区

'扫描作业' 查看区显示存储在所选扫描目标位置的所有扫描作业。 在 '扫描

作业' 查看区，您可以访问本地和远程目标位置的扫描作业。 您可以从列表

中选择一个文件，并查看文件属性。 某些属性可以编辑，例如扫描作业名称。

使用 '扫描作业' 工作区顶部的工具栏，可以删除、查看、编辑或发送所选的

扫描作业。

通知：
使用查看应用程序 Océ View Station LT®，只能打开存储在控制器上本地目

标位置的扫描作业。您只能从控制器访问 Océ View Station LT®。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不支持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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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扫描作业' 工作区上的扫描目标位置

简介

扫描目标位置是指用于存储扫描文件的地方。您可以创建、删除和锁定扫描目

标位置。还可以定义自动文件命名，以确保文件获得所需的名称。

扫描目标位置也可以是文件服务器，或最终用户的 PC。最好选择远程目标位

置，而不选择本地目标位置。本地目标位置是临时位置，不能包含大量的扫描

文件。

开始之前

所有用户都可使用 '扫描作业' 工作区。请确保以主操作员身份登录至 oce

TC4 Power Logic(R) 控制器应用程序，以获得全部权限。

主操作员可以决定是否允许其他用户修改扫描目标位置。这是通过锁定和解锁

目标位置来实现的。

插图

创建本地目标

1. 单击垂直图标工具栏中的 '扫描作业'。

2. 在 '扫描作业' 工作区中选择 '控制器上'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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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开 [文件] 菜单选择 '新文件'，或单击工具栏上的 '新文件' 按钮。屏幕

上将显示一个二级窗口，您可在此窗口中定义新的本地目标位置属性。

4. 在 '名称' 文本框中输入目标位置的逻辑名称。

扫描仪操作面板上也将显示这一逻辑名称。

5. 在 [类型] 下拉列表框中选择 '控制器上'。

6. 在 [路径] 文本框中输入目标文件夹的路径。也可以单击 '浏览...' 按钮选

择路径。

7. 单击 [确定]，接受这些目标位置属性。

创建类型为 SMB 的网络目标

1. 在工作站上创建一个共享文件夹。例如，c:\Scan

2. 在 '扫描作业' 区域，打开 [文件] 菜单选择 '新文件'，或单击工具栏上的

'新文件' 按钮。屏幕上将显示属性窗口。

3. 在 [类型] 下拉列表框中选择 [SMB]。

4. 输入工作站（在该工作站上创建了共享文件夹）的系统名称。

通知：
请确保启用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中的 [NetBIOS over TCP/IP] 设置

来解析系统名称

通知：
在工作站的控制面板上找到工作站的系统名称（[控制面板] - [网络] - [标

识] - [系统名称]）。

5. 输入远程位置的系统名称，并单击 [查找] 可轻松确定系统位置。

6. 输入路径名。该名称即为工作站上共享文件夹的名称。对于 Windows NT(R)、

Windows(R)2000 和 XP，请使用共享文件夹的 DOS 名称。Windows 95/98(R) 用

户则可以使用文件夹的名称。此名称区分大小写。

7. 在 [路径] 文本框中输入目标文件夹的路径。也可以单击 '浏览...' 按钮选

择路径。

8. 如果在工作站上为共享文件夹设置了用户名和密码，请在所需的字段中输入用

户名和密码。

9. 设置所需的文件命名属性。

10. 单击 [确定]。

Power Logic(R) 控制器应用程序将连接至新的 [SMB] 目标位置。'扫描作业'

查看区将显示新建的 [SMB] 目标位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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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类型为 FTP 的 Web 目标位置

1. 在工作站上创建一个主目录和一个子目录。例如，c:Ftp/Scan

2. 在工作站上启用 FTP。

3. 在 '扫描作业' 区域，打开 [文件] 菜单选择 '新文件'，或单击工具栏上的

'新文件' 按钮。屏幕上将显示属性窗口。

4. 在 [类型] 下拉列表框中选择 [FTP]。

5. 输入工作站（在该工作站上创建了共享文件夹）的系统名称。在工作站的控制

面板上找到工作站的系统名称（[控制面板] - [网络] - [标识] - [系统名

称]）。

6. 输入远程位置的系统名称，并单击 [查找] 可轻松确定系统位置。

7. 输入路径名。该名称即为工作站上共享文件夹的名称。对于 Windows NT(R)、

Windows(R)2000 和 XP，请使用共享文件夹的 DOS 名称。Windows 95/98(R) 用

户则可以使用文件夹的名称。此名称区分大小写。

8. 若要通过 FTP 访问工作站上的目录，请在工作站上运行的 FTP 服务器中设置

用户名和密码。在属性窗口的所需字段输入该用户名和密码。

9. 设置所需的文件命名属性。

10. 单击 [确定]。

Power Logic(R) 控制器应用程序将连接至新的 [FTP] 目标位置。'扫描作业'

查看区然后显示新建的 [FTP] 目标位置的内容。

通知：
最多可以创建 10 个目标位置。只能为 [SMB] 中的远程目标位置输入日语名

称。

锁定扫描目标位置

1. 选择扫描目标位置。

2. 打开 [文件] 菜单，然后选择 '属性'。

3. 选中 [已锁定] 复选框。

4. 单击 [确定] 接受这些扫描目标位置设置。

这些目标位置属性随即被锁定。

通知：
只有以主操作员身份登录，才能使用此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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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扫描目标位置

1. 选择扫描目标位置。

2. 打开 [文件] 菜单，然后选择 '属性'。

3. 取消选中 [已锁定] 复选框。

4. 单击 [确定] 接受这些目标位置设置。

这些目标位置属性随即被解锁。

通知：
只有以主操作员身份登录，才能使用此项功能。

删除扫描目标位置

1. 选择目标位置。

2. 打开 [文件] 菜单选择 '删除'，或单击工具栏上的 '删除' 按钮。

所选扫描目标位置即被删除。

通知：
您不能删除最后一个扫描目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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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作业任务

简介

通过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中的 '扫描作业' 工作区，您可

以配置、管理扫描作业设置和扫描目标位置。 另外，您还可以管理扫描作业

流程。 您只能设置一次扫描工作流。 此后，在定义独立扫描作业设置的扫描

仪上，将执行扫描处理的主要任务。

扫描目标位置

操作
■ 创建、编辑并删除控制器和网络上的扫描目标位置
■ 创建受保护的扫描目标位置（仅限于授权用户： 主操作员）

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

操作
■ 定义自动文件命名的设置
■ 查看存储在各个目标位置的扫描文件
■ 检查扫描文件的属性
■ 删除扫描文件
■ 重新发送扫描文件
■ 将扫描文件发送到其它目标位置
■ 通过 FTP 检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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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文件名

简介

您可以使用以下两种方法来定义文件名。

1. 对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中的 所有原稿自动定义文件编号

2. 对扫描生成电子文件 作业中的各原稿手动定义文件名。

插图

自动定义文件编号

1. 在 '扫描作业' 工作区中选择目标位置。

2. 打开 [文件] 菜单并选择 [属性]。 屏幕上将显示[属性] 窗口。

3. 在 [基本名称] 文本 框 输入一个名称。不要更改 [###] 部分，此部分用于

自动编号文件 名。 Océ Scan Logic 将以升序数字替换 [###]。 您可以在

[基本名称] 中输入圆点。

4. 选中或取消选中 [添加相应文件扩展名] 复选框 ，可以添加或省略文件扩展

名。 在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的 '首选项' 工作区设置文件扩展名。

5. 在 [### 的起始值] 字段中输入自动文件命名的起始值。

6. 单击 [确定] ，接受这些文件名称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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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扫描原稿。 现在您可以通过自动文件名编号来扫描。 在扫描仪操作面板中选

择 上述目标位置，并设置所有扫描生成电子文件 的属性。 扫描时，扫描仪

操作面板将显示 文件名。

手动定义文件名

1. 在 '扫描作业' 工作区中选择目标位置。

2. 打开 [文件] 菜单并选择 [属性]。 [属性] 窗口将显示。

3. 选中或取消选中 [添加相应文件扩展名] 复选框 ，可以添加或省略文件扩展

名。 在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的 '首选项' 工作区设置文件扩展名。

4. 在 [基本名称] 文本 框中输入一个名称。 删除 [###] 部分，此部分是用于

自动文件命名的。 [基本名称] 中可以包含圆点。

5. 单击 [应用] 接受目标位置属性。当前 原稿扫描完毕后， [目标位置属性]

窗口将保持打开 ，准备进行下一次扫描生成电子文件的操作。

6. 扫描原稿。

7. 对于每份原稿重复步骤 4、5 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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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扫描文件的属性

用途

检查扫描文件的属性。

开始之前

登录 oce TC4 Power Logic(R) 控制器应用程序时，确保您有足够的权限。

■ '匿名' - 有足够权限，可以进行编辑和其它操作
■ 日常操作员 - 有足够权限，可以进行编辑和其它操作
■ 主操作员 - 有足够权限，可以进行编辑和其它操作
■ 系统管理员 - 有足够权限，可以进行编辑和其它操作

如何查看扫描文件的属性

1. 单击屏幕左侧垂直图标工具栏中的 '扫描作业'。

2. 选择一个远程或本地目标位置。

3. 在工作区的右侧部分选择一个扫描文件。

4. 右键单击这个扫描文件，然后选择 '属性'。

5. 属性窗口会显示文件名、文件大小、类型和位置等信息。此外，还会显示图像

大小和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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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扫描文件

用途

从所选的本地扫描目标位置删除扫描文件。

开始时间

■ 您不希望保留扫描文件。
■ 您要清理本地扫描目标位置。

开始之前

登录 oce TC4 Power Logic(R) 控制器应用程序时，确保您有足够的权限。

■ '匿名' - 有足够权限，可以进行编辑和其它操作
■ 日常操作员 - 有足够权限，可以进行编辑和其它操作
■ 主操作员 - 有足够权限，可以进行编辑和其它操作
■ 系统管理员 - 有足够权限，可以进行编辑和其它操作

通知：
您无法删除存储在远程位置上的扫描文件。

如何删除扫描文件

1. 单击屏幕左侧垂直图标工具栏中的 '扫描作业'。

2. 在 '扫描目标位置' 中选择本地扫描作业目标位置。

3. 选择要从屏幕左侧的 '扫描作业' 查看区删除的作业。

通知：
确保选择一个或多个扫描作业。如果选择扫描作业目标位置，则 '删除' 操作

删除的是（本地）扫描作业目标位置，而不是扫描作业。

4. 单击 '扫描目标位置' 的工具栏中的 '删除'，或者单击右键，从下拉菜单中

选择 '删除'。

5. 对每个要删除的扫描文件重复上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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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送 [未发送的扫描] 文件夹中的扫描文件

用途

将无法发送到其初始目标位置的扫描文件发送到同样的目标位置。

开始之前

登录 oce TC4 Power Logic(R) 控制器应用程序时，确保您有足够的权限。

■ '匿名' - 有足够权限，可以进行编辑和其它操作
■ 日常操作员 - 有足够权限，可以进行编辑和其它操作
■ 主操作员 - 有足够权限，可以进行编辑和其它操作
■ 系统管理员 - 有足够权限，可以进行编辑和其它操作

如何将扫描的文件从 [未发送的扫描] 文件夹发送至同一目标位置

1. 单击屏幕左侧垂直图标工具栏中的 '扫描作业'。

2. 选择 [未发送的扫描] 文件夹。

3. 选择一个扫描文件，然后单击工具栏中的 [发送]。

4. 此文档将从 [未发送的扫描] 文件重新发送至其初始目标位置。

结果

如果无法到达目标位置，那么，扫描文件仍保留在 [未发送的扫描] 文件夹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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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 FTP 检索扫描生成的文件

简介

扫描生成的文件存储在控制器的日志记录目录中。可以通过文件传输协议

(FTP) 从本地主机检索文件。可通过以下方式完成 FTP 检索。

■ 通过 Internet 浏览器
■ 通过FTP 应用程序，或
■ 通过命令行方式。

扫描生成电子文件时，文件将存储在您所设置的目标位置中。目标位置既可以

在本地控制器 (1) 上，也可以位于远程系统 (2) 中。可以通过文件传输协议

(FTP) 从本地主机检索文件。如果将文件扫描到远程目标位置时出现故障，也

可以从本地主机检索文件。

1
2

[35] 如何检索扫描生成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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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FTP 命令行提示符检索文件

1. 启动 FTP 客户端。

2. 输入 [FTP] 命令。

将显示一个带有 FTP 提示符的 DOS 窗口。

3. 依次输入 [打开] 命令和 Océ Power Logic(R) 控制器的注册名称或 IP 地址

（例如：194.2.66.146），以连接到控制器，然后按 Enter 键：[open

194.2.66.146]。

这样就建立了与控制器的连接，并会出现一个窗口，提示您输入用户名。

4. 输入用户名 [anonymous]，然后输入口令 [anonymous]。

现在就为默认用户 [anonymous] 建立了连接。

5. 输入 [binary] 将传输模式设置为二进制。

6. 使用以下命令转至 [tempstore] 目录： ‘cd tempstore’.

7. 如果要从本地主机上的目标位置检索文件，则转至 [scan] 目录，

或者

如果要从本地主机上的 [unsent] 文件夹中检索文件，请转至 [unsent] 目

录。

8. 获取数据文件（例如：bugatti.tif），方法是通过 [Get] 命令。

9. 输入 [bye] 命令，退出 F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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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é View Station LT®

用 Océ View Station® LT 在本地查看扫描文件

简介

借助于软件应用程序 (Océ View Station® LT)，您可以在扫描后自动查看扫

描的文件，也可以查看存储在本地的已扫描文件。 您可以将 Océ View Station®

LT 的设置配置为自动打开扫描文件。

用途

在存档扫描文件之前，检查扫描文件的扫描质量。

开始之前

登录 oce TC4 Power Logic(R) 控制器应用程序时，确保您有足够的权限。

■ '匿名' - 有足够权限，可以进行编辑和其它操作
■ 日常操作员 - 有足够权限，可以进行编辑和其它操作
■ 主操作员 - 有足够权限，可以进行编辑和其它操作
■ 系统管理员 - 有足够权限，可以进行编辑和其它操作

通知：
无法查看存储在远程位置的已扫描文件。

您不能使用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来查看扫描文件。

如何在扫描之后自动查看文件

1. 打开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

2. 打开 '系统' 菜单，选择 [自动查看]。

结果

当您再一次扫描到文件时，Océ View Station® LT 会打开一个二级窗口、显

示扫描文件。 如果没有启用自动查看功能，那么您可以使用 oce TC4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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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中的查看按钮，手动打开二级窗口。 下列步骤详细介

绍了这一操作。

如何查看存储在本地的扫描文件

1. 访问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

2. 单击屏幕左侧垂直图标工具栏中的 '扫描作业'。

3. 选择本地目标位置。

4. 在工作区的右侧部分选择一个扫描文件。

5. 单击工具栏中的 '视图' 按钮，系统将在工作区右侧部分显示这个扫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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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é View Station® LT 功能

菜单选项
File 菜单#

功能命令

关闭活动文档。Close

提供有关文档的技术信息，并允许您更改文档的某些属性。Properties

View 菜单#

功能命令

缩放图像以填满窗口。Fit

以 1:1 的缩放比例显示图像。1:1

放大页面。Magnify

缩小页面。Reduce

刷新所有显示活动文档的窗口。Refresh

反转图像的黑色部分和白色部分。Invert

镜像图像。Mirror

将图像逆时针旋转 90 度。Rotate 90

CCW

将图像顺时针旋转 90 度。Rotate 90

CW

将图像旋转 180 度。Rotate 180

图像处于活动状态时，只显示二值光栅像素的样本。Sample

反转显示的光栅图像像素，并更改支配缩放的元素。Negate

图像处于活动状态时，将活动的二值光栅图像显示为灰度图

像。

Scale to

grey

只有背景色和前景色的图像或屏幕。与黑白图像或二值图像

相同。

Monoch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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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ence 菜单#

功能命令

View toolbar 选项用于显示和隐藏包含按钮的工具栏。默

认情况下，View toolbar 显示在菜单栏下。使用它可以快

速选择某些 File、View 和 Preference 菜单命令。

View

toolbar

Status Bar 选项用于显示和隐藏 Océ View Station LT 窗

口底部的 Status Bar。Status Bar 显示指针的坐标和状态

行。

Status bar

Reference 用于显示或隐藏一个通常处于浮动状态的小窗

口。此窗口显示整个当前页面的缩略图。Reference 中的范

围框指示文档窗口中显示的是页面的哪一部分。移动范围框

或调整其大小可以更改页面的显示区域。

Reference

用于显示或隐藏 Detail 窗口。Detail

此命令为活动状态时，可用于测量图像上的线条和区域。Measurement

Help 菜单#

功能命令

显示有关 Océ View Station LT 的信息About

工具栏选项

在菜单选项下方，您可在工具栏上找到功能按钮。可以打开或关闭此工具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36] 工具栏选项

#

说明序号

Invert：反转图像的黑色部分和白色部分。1

Fit：缩放图像以填满窗口。2

1:1: 以 1:1 的缩放比例显示图像。3

Magnify：放大页面。4

Reduce：缩小页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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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序号

Mirror：镜像图像。6

Rotate 90 CCW：将图像逆时针旋转 90 度。7

Rotate 90 CW：将图像顺时针旋转 90 度。8

Rotate 180：将图像旋转 180 度。9

Measurement：此命令为活动状态时，可用于测量图像上的线

条和区域。

10

Reference：这个小的浮动窗口显示整个当前页面的缩略图，

以供参考。

11

用于显示或隐藏 [详细信息] 窗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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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Océ View Station® LT 中的错误

当内存即将用尽时，可能发生查看器无法显示扫描生成的文件的情况。此时会

显示一个带有红叉的红色边框。

[37] 查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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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使用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来访问 oce TC4 Power Logic® 应用程序

要想从远程工作站访问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如所购系统

无监视器、鼠标和键盘时），您必须使用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来连接控制器。

您可以使用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从远程工作站访问下列工

作区。
■ '扫描作业'

使用此工作区可以管理扫描作业和扫描目标位置。
■ 扫描仪 '模板'

使用此工作区可以管理扫描仪模版。
■ '首选项'

使用此工作区可以更改系统的默认设置。
■ '配置'

使用此工作区可以设置所有连接和安全设置。

通知：
远程登录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时，某些功能将无法使用

（如使用 Océ View station LT 或使用 Océ Publisher Copy 选项查看扫描

生成电子文件）。

用户模式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具有多种用户模式。 20 页上的‘oce

TC4 用户。’。 附加的用户模式为 Océ 维护模式。 该模式仅用于Océ 维修

技术人员。 用户名显示在屏幕底部状态栏的左侧，您可以查看您的用户登录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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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启动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在系统中安装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简介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应用程序可以在具备 Java™ 虚拟机的

所有平台上运行。 本部分将介绍各类平台的安装步骤。

开始之前

要在 Windows® 9.x、NT、ME、XP 或 2000 上安装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您系统的最低配置应为 Pentium® 233 和 32 Mb RAM。

通知：
下列安装步骤以文件名 remlogic 为例。 在安装过程中，您需要使用其它名

称。

Microsoft® Windows® 平台的安装步骤

1. 将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CD-ROM 或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CD-ROM 插入您 PC 的 CD-ROM 驱动器中。

2. 安装将自动开始。 如果未自动开始，请运行Setup.exe。

3. 在安装向导中选择所需语言并单击'确定'。

4.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完成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的安装。

通知：
只有在系统中启用了 TCP/IP 之后，您才能使用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有关 TCP/IP 的安装步骤，请咨询您的系统管理员。

UNIX™ 平台的安装步骤

1. 请检查系统中是否装有 Java™ 运行环境 (J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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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目录 Products/remlogic/Unix 中，将文件 remlogic_vX.tar 中的内容解

压缩到系统中的一个子目录中。

3. 使用 tar xvf remlogic_vX.tar 可以解压缩文件。

4. 设置环境变量 RL_VM_HOME，使之指向 JVM 的安装目录。

5. 运行文件 remlogic。

其它平台的安装步骤

1. 安装 Java™ 虚拟机（版本 1.4.2）。

2. 从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CD-ROM，装载 remlogic_vX.tar 或

remlogic_vX.zip。

3. 设置环境变量 RL_VM_HOME，使之指向 Java™ Products/remlogic/UNIX 安装

目录。

4. 如果需要，请编辑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脚本或批处理文件。

5. 使用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脚本或批处理文件启动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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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启动 oce TC4 Power Logic®

应用程序。

简介

您可以通过下列两种方式使用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启动应

用程序。
■ 使用操作系统的程序菜单。
■ 使用命令行参数。

使用程序菜单启动 Océ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

1. 选择 [开始]。

2. 选择 [程序]。

3. 选择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application Remote 。

应用程序将使用默认系统启动。

通知：
您可以选择其它系统，而非默认系统76 页上的‘连接到控制器’。

使用命令行参数启动应用程序

六个命令行参数可用于协助应用程序的启动。

■ configfile=<config_file>

设置要使用的配置文件。
■ server=服务器

将指定的服务器设置为要连接的服务器。
■ language1=语言

与参数 language1=language. 同时使用，以指定第一种语言。
■ country1=国家/地区

与参数 country1=country. 同时使用，以指定第一种语言。
■ language2=语言

与参数 language2=language. 同时使用，以指定第二种语言。
■ country2=国家/地区

与参数 country2=country. 同时使用，以指定第二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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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总是使用匹配的语言和国家/地区组合（请参阅下表）。

支持语言的参数
支持语言的参数#

国家/地区参数语言参数语言

DKda丹麦语

SVsv瑞典语

NOno挪威语

FIfi芬兰语

HUhu匈牙利语

CZcs捷克语

POpl波兰语

DEde德语

NLnl荷兰语

GBen英国英语

USen美国英语

FRfr法语

ITit意大利语

ESes西班牙语

PTpt葡萄牙语

CNcn简体中文

TWcn繁体中文

JPja日语

RUru俄语

KOkr韩语

将参数应用到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应用程序

将参数应用到下列应用程序：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 remote.exe

将参数应用到应用程序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创建应用程序的快捷方式。 然后添

加命令行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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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exe 文件通常位于 C:\Program Files\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Bin\OceRemoteLogic.exe 中。

命令行参数示例

下面的示例显示了如何使用配置文件 'Myconfig.cfg' 启动控制器应用程序，

并连接到 'MyTC4' 服务器。 第一种语言设置为英国英语，第二种语言设置为

法语。

C:\Program Files\Remote Logic\Bin\AL.exe

configFile=Myconfig.cfg server=MyTC4 language1=en country1=GB

language2=fr country2=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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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控制器

简介

启动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之后，您必须连接到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

连接到控制器之后，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系统。
■ 向下拉列表中添加系统。
■ 从下拉列表中删除系统。

当 oce TC4 在 '连接到' 窗口中不可用时，您必须将 oce TC4 添加到可用系

统列表。

如何连接到系统

1. 运行应用程序。

2. 从 '文件' 菜单中，选择 '连接到'。

3.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该系统。

4. 单击 '确定'。

通知：
在 '编辑' 菜单中，选择 '选项' 以定义默认系统。 如果您需要经常连接到

同一个系统，建议您这么做。

如何添加系统

1. 从 '文件' 菜单中，选择 '连接到'。

2. 单击 '编辑'。

屏幕上将显示 '编辑系统' 对话框。

3. 在 '系统' 框中输入系统的 IP 地址或名称。

4. 单击 '添加'。

系统将添加到列表中。

5. 单击 '确定' 两次，可返回至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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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删除系统

1. 从 '文件' 菜单中，选择 '连接到'。

2. 单击 '编辑'。

屏幕上将显示'编辑系统'对话框。

3. 选择要删除的系统。

4. 单击 '删除'。

该系统将从列表中删除。

5. 单击 '确定' 两次可以返回到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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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自动登录

简介

使用'自动登录'选项可以在指定的用户模式下自动启动应用程序。

如何启用自动登录

#

操作步骤

访问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从 '编辑' 菜单中，选择 '选项'。

屏幕上将出现'选项'窗口。

1

请确保正确配置主机名称和默认系统，否则您将无法连

接控制器。

2

选择 '启用自动登录' 复选框。3

从下拉框中，选择用于自动登录的用户模式。4

输入所选用户模式的相应密码。5

单击 '确定'。6

自动登录功能即被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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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到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用户模式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具有下列用户模式。
■ 日常操作员
■ 主操作员
■ 系统管理员
■ Océ 维修。

只有指定的操作员才能使用此种用户模式。 进入不同的用户模式需要提供不

同的密码。

进入匿名用户模式不需要提供密码。

密码

■ 系统管理员的默认密码为 SysAdm。
■ 日常操作员的默认密码为  RepOp。
■ 主操作员的默认密码为 KeyOp。

为防止非授权访问，建议您更改默认密码。 登录之后，用户可以更改当前用

户模式的密码。 81 页上的‘更改 '口令'’

通知：
密码区分大小写。

授权

在应用程序中，只能有一位系统管理员、主操作员或日常操作员同时处于活动

状态。 在以特定用户角色登录系统的用户中，一次只能有一位用户有权更改

设置。 当第二个用户试图以某一身份登录时，屏幕上将显示错误消息。 有权

查看设置的用户不受限制。

如何登录到控制器应用程序

1. 选择 '登录' 菜单，访问登录对话框。

2. 选择所需的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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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密码。

4. 单击 '确定'。

现在，您即可使用特殊用户身份登录。 当尚未登录时，您具有 '匿名' 用户

权限。

底部的状态栏将显示用户模式。 每次只能登录一个用户。

如何从控制器应用程序中注销

选择 '登录' 菜单和 '注销'。 您将返回到匿名用户模式。 从控制器应用程

序中注销，可以防止他人未经授权使用应用程序。

80

登录到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更改 '口令'

插图

如何更改密码

1. 选择工具栏中的 '登录' 菜单，登录至系统。

2. 在对话框中，单击 '口令'。

3. 打开下拉列表并选择用户。

4. 输入原密码。

5. 输入新密码。

6. 再次输入新密码进行确认。

7. 单击 '确定' 保存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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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软件应用程序

定义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提供了一个集成的软件应用程序，其中包括单

独工作区，适用于具有不同权限和执行不同任务的用户。用户可以在控制器中

或通过远程访问来访问工作区。

这个集成应用程序的极大优点在于，它将许多独立的软件应用程序组合为一个

强大的应用程序。您只需登录到一个应用程序，就可以自由使用所有功能。

插图

[41] 扫描作业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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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上的软件应用程序

通过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上的软件应用程序，用户可以执行不同任

务，具体任务取决于用户在登录时选择的身份。

软件应用程序在独立工作区内提供下列任务，您可以通过屏幕左侧的垂直图标

工具栏访问这些任务（参见上图）。

#

说明工作区

扫描作业管理'扫描作业'

扫描模板管理扫描仪 '模

板'

系统设置管理'首选项'

网络管理和连接设置。'配置'

用于跟踪成本的可选帐户模块。OcéAccount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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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栏和工作区

简介

oce TC4 Power Logic(R) 控制器应用程序可分为许多工作区。登录系统之后，

就可以访问这些工作区。每个工作区又可分为具有特定功能的更小区域。

工作区可以使用各种工具栏中的功能进行管理。也可以使用顶部的工具栏菜单

选项来管理。状态栏显示各种消息和图标，为用户提供关于 oce TC4 的状态

信息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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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可用工具栏
#

说明工具栏

顶部菜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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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工具栏

管理常用应用程序功能。

可用工具栏菜单。
■ '文件'
■ 编辑
■ '视图'
■ '系统'
■ 扫描
■ '登录'
■ '帮助'。

通知：
每个菜单都包含一组动态选项。 根据所访问的

工作区，系统会显示或隐藏某些选项。

访问不同工作区。

可用工作区。
■ '扫描作业'
■ 扫描仪 '模板'
■ '首选项'
■ '配置'
■ Océ Account Logic（可选）

垂直图标工具栏

（启动程序）

在每个工作区或工作区中的每个区域中执行操作。

通知：
您也可以在区域中单击鼠标右键访问菜单，菜单

上的选项可在工具栏中找到。

工作区中的各种

工具栏

提供关于 oce TC4 状态的反馈。
■ 控制器状态反馈
■ 登录信息
■ 工作区状态反馈
■ 系统控制面板反馈。

状态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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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工作区

启动应用程序之后，您可以通过垂直图标工具栏访问工作区。 用来登录的用

户角色决定每个工作区的读写权限。 所有用户都可以查看工作区和设置，但

只有部分用户可以修改设置或在工作区中执行操作。

可以通过拖动表格的标题分隔线调整工作区中列的宽度。 还可以通过将所选

列标题拖至新位置来更改列的顺序。

#

说明工作区

管理扫描目标位置和扫描作业。

工作区包含下列区域。
■ 控制器上的本地扫描目标位置
■ 网络上的远程扫描目标位置
■ 查看区扫描作业

'扫描作业'

#

说明工作区

'系统默认值' 选项卡
■ '联系'设置
■ '区域设置'
■ 休眠模式和休眠定时器设置
■ '扫描仪'设置
■ '扫描文件清理'设置
■ '记录'设置

'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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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工作区

管理网络连接、安全设置和许可证。

'网络' 选项卡
■ Power Logic® 控制器标识
■ 'TCP/IP'
■ 'FTP'
■ IPX/SPX

'配置'

'安全' 选项卡
■ 正常。
■ 中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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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他用户身份登录

用途

每个用户都有在应用程序中执行操作的特定权利和权限。为了能够在工作区中

执行操作，必须以具有读写权限的用户角色登录。

开始之前

确保您是以所选用户角色登录的唯一用户。如果同一用户角色中还有其他活动

用户，则您对工作区只拥有读取权限。以某个用户角色登录的第一个用户始终

具有读写权限。

如何以其他用户身份登录

1. 在 oce TC4 Power Logic(R) 控制器应用程序的菜单栏中，单击 [登录] 菜单

选项。此时将显示二级窗口。

2. 从下拉框中选择所需的用户角色。

3. 输入密码。

4. 单击 [确定]。

通知：
例如，如果只想以主操作员身份登录，则可以设置一个默认登录角色。

结果

如果输入的密码正确，将成功登录。屏幕底部的状态栏显示登录状态。如果密

码输入有误，则会显示一条消息，要求您输入正确的密码。

91

以其他用户身份登录



更改密码

用途

为安全起见，建议定期更改默认密码。

开始之前

有 4 个用户角色和一个服务访问模式可用于登录系统。 下面列出了这 4 个

用户角色的默认密码。 建议安装完系统后更改密码，以避免有人未经授权而

使用系统。

■ '匿名' - 不需要密码
■ 日常操作员 - ReproOp
■ 主操作员 - KeyOp
■ 系统管理员 - SysAdm

如何更改密码

1. 在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的菜单栏中，单击 [登录] 菜单选

项。 屏幕上将显示二级窗口。

2. 下拉框中已经显示一个用户角色。如果需要，请选择其他用户角色。

3. 单击 '口令' 按钮。

4. 此时将显示一个二级窗口，请在该窗口中输入新密码。

5. 单击 [确定] 关闭窗口、接受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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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区的概念

'扫描作业' 和 '扫描目标位置' 概念

定义

扫描作业是在 oce TC4 扫描仪上扫描的模拟文档。 其结果就是模拟文档的数

字版本。 您可以将此数字化文档保存至预先定义的目标位置（扫描生成电子

文件）。 您在 oce TC4 扫描仪上创建的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将显示在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中的 '扫描作业' 工作区。

'扫描作业' 工作区分为三个区域，管理着整个扫描作业工作流程。
■ 控制器上的 '扫描目标位置'。 定义和管理本地的扫描目标位置。
■ 网络上的 '扫描目标位置'。 定义和管理远程的扫描目标位置。
■ '扫描作业' 查看区。 查看已扫描文档，或者查看或编辑已扫描文档的属

性。

控制器上的 '扫描目标位置'

在工作区中的这一区域，您可以看到扫描作业的默认目标位置。 在默认情况

下，所有扫描作业都存储在控制器上。 默认扫描作业目标位置不可删除。

使用 '扫描作业' 工作区顶部的工具栏，您可以创建、编辑和删除 控制器上

的本地 '扫描目标位置'。

在 '扫描目标位置' 区域，您还可以访问 [未发送扫描作业] 文件夹。 这些

作业必须发送到远程目标位置，但无法提交。 这些作业临时存储在控制器上

的 [未发送的扫描作业] 文件夹中。

网络上的 '扫描目标位置'

如果不想在控制器的本地目标位置创建 '扫描目标位置'，也可以在远程位置

创建。 远程扫描目标位置区显示创建的远程目标位置。 远程目标位置是工作

区上的一个文件夹，可以通过网络访问。

您可以使用 '扫描作业' 工作区顶部的工具栏，创建、编辑和删除 '扫描作

业' 历史记录区的远程扫描作业目标位置。

当选择远程扫描作业目标位置时，存储在所选目标位置的作业将显示在工作区

的右侧，即 '扫描作业' 查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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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目标位置' 查看区

'扫描作业' 查看区显示存储在所选扫描目标位置的所有扫描作业。 在扫描作

业查看区可以访问本地和远程目标位置的扫描作业。 您可以从列表中选择一

个文件，并查看文件属性。 某些属性可以编辑，例如扫描作业名称。

使用 '扫描作业' 工作区顶部的工具栏，可以删除、查看、编辑或发送所选的

扫描作业。

通知：
使用查看应用程序 Océ View Station LT®，只能打开存储在控制器上本地目

标位置的扫描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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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目标位置' 概念

定义

扫描目标位置是您在 oce TC4 上创建的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的存储区。扫

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会被发送到一个临时存储区。访问这些作业可以进一步处

理。您可以在 oce TC4 Power Logic(R) 控制器上创建本地扫描目标位置，也

可以在与 oce TC4 相连接的任何联网 PC 上创建远程扫描目标位置。无法发

送到所示目标位置的作业会临时存储在 [未发送的扫描] 文件夹中。

默认目标位置 '控制器上' 和 [未发送的扫描] 不能删除。

'扫描目标位置'

'扫描目标位置' 区由 2 部分组成。下表说明 '扫描作业' 工作区。

#

说明'扫描目标位置'

提供下列本地存储区。
■ '控制器上'.
■ 未发送的扫描。

控制器上的目标

位置

在一个或多个联网工作站上，最多可以创建 10 个存储

区（本地和远程目标位置）。

远程目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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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扫描目标位置' 工具栏选项

通知：
某些工具栏选项具有双重功能。 您可以使用这些选项对 '扫描目标位置' 和

您所选的扫描作业执行操作。 下面介绍的最后三个选项只能用于对所选的扫

描作业执行操作。

#

说明'扫描作业' 工作区
中的选项

新建扫描作业目标位置。'新文件'

96

'扫描目标位置' 概念



说明'扫描作业' 工作区
中的选项

■ 删除所选的扫描作业目标位置。
■ 删除在 '扫描作业' 查看区中所选的扫描作业。

通知：
您无法删除存储在远程位置上的扫描文件。

'删除'

■ 查看和/或编辑扫描作业目标位置的属性。
■ 查看所选扫描作业的属性。

'属性'

该选项允许您查看存储在本地目标位置上的扫描文件。

通知：
无法查看存储在远程目标位置上的文件。

'视图'

使用该选项，将控制器上所选的扫描文件发送到初始目

标位置。 无法对存储在远程位置的扫描文件使用该功

能。

重新发送

使用该选项，可将控制器上所选的扫描文件发送到其它

远程目标位置。 对于位于 [未发送] 位置的扫描文件，

您只能使用此功能。

发送到

如果您不希望使用工具栏选项，那么，还可以用 2 种备用方法来执行操作。

您可以使用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顶部工具栏中的菜单选

项，也可以单击右键访问右键菜单，对所选的扫描目标位置或扫描作业执行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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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仪 '模板' 的概念

'模板'

使用模板可以预定义用于扫描作业的设置。 这样就可以存储众多常用设置。

预定义设置保存在模板中。 您可以在扫描仪操作面板上选择模板。 扫描仪操

作面板提供了 5 个扫描生成电子文件模板。

您可以为每个模板定义以下项目。

模板详细信息#

说明名称

给每个模板命名唯一的名称。'模板名称'

给模板和/或其设置指定其它信息。'模板说明'

可按您喜欢的顺序显示设置。 您可以将最常用的设置放在

列表顶部，避免使用时再滚动设置列表进行查找。

'前 5 个设

置'

可以为在模板中使用的每个设置设定值。个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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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选项' 工作区概念

定义

'首选项' 工作区可以定义整个工作流和系统设置，来管理 oce TC4 的运行。

通常，在安装时设定这些设置，并且，在安装后不再更改。

'首选项' 工作区由以下几组设置组成。

通知：
只有主操作员有访问、更改工作区中设置的全部权限。

#

说明组

可以预定义管理整个系统功能的设置的值
■ '联系' 详细信息
■ '区域设置'
■ '休眠模式定时器' 设置
■ '启用休眠模式' 设置
■ '扫描仪'设置
■ '扫描文件清理'设置
■ '记录' 设置

'系统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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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工作区概念

定义

通过 '配置' 工作区，您可以定义众多用以管理 oce TC4 的网络设置和连接

设置。 这些设置一般在安装时就设置好，以后不再频繁更改。

'配置' 工作区由以下几组设置组成。

要编辑这些设置，您必须以系统管理员身份登录。

#

说明组

您可以定义下列协议的标准设置。
■ 'TCP/IP'
■ 'FTP'
■ IPX/SPX

'网络'设置

'安全级别'
■ 低
■ 中
■ 高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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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Océ Publisher Copy 选项



简介

如果您可以访问 Océ ColorWave 600 打印机，oce TC4 Power Logic®

controller 应用程序提供 Océ Publisher Copy 选项。

通知：
您需要获取 Océ Publisher Copy 选项的许可证。

此选项允许您将扫描的文档直接发送至 Océ ColorWave 600 打印机。

您可以通过 Océ Publisher Copy 应用程序垂直工具栏中图标激活 oce TC4

Power Logic® controller 工作区。

首次激活新的 Océ Publisher Copy 工作区时，您必须 输入要连接的 Océ

ColorWave 600 打印机的主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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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Océ Publisher Copy

Océ Publisher Copy 部分

访问 Océ Publisher Copy 工作区时，屏幕上将显示下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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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节

默认设置部分。

在此部分，您可以配置默认 Océ Publisher Copy 设置。
■ 设置 [用户首选项]。

（请参阅 106 页上的‘'用户首选项'’）
■ 更改打印机。

（请参阅 107 页上的‘'更改打印机'’）
■ 更改默认复制模板。

（请参阅 110 页上的‘复印模板定义’）

（请参阅 112 页上的‘设置默认的介质选择方式’）
■ 启用或禁用 '直接复印模式'。

（请参阅 115 页上的‘启用或禁用 '直接复印模式'’）

1

'复印作业进度' 部分。

此部分将显示复制作业的进度。
■ 活动作业或作业历史的概览。

（请参阅 117 页上的‘ '活动作业' 部分和 '历史记录' 部

分’）
■ 作业状态概览。

（请参阅 119 页上的‘作业'状态'’）
■ 跟踪和管理提交的作业。

（请参阅 121 页上的‘跟踪和管理提交的作业’）

2

Océ ColorWave 600 打印机信息部分。

此部分显示您的复制作业所用 Océ ColorWave 600 打印机的相

关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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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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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设置部分

'用户首选项'

插图

如何设置 '用户首选项'

1. 单击 Océ Publisher Copy 默认设置中的 '用户首选项'（右上角）。

2. 选择要应用于客户端应用程序的 '语言'。

3. 在 '度量单位' 部分，选择 '英寸' 或 '毫米'。

4. 单击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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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打印机'

插图

如何更改打印机

1. 单击 Océ Publisher Copy 默认设置中的 '更改打印机'（右上角）。

应用程序从当前打印机断开。

2. 输入您的复制作业所用的 Océ ColorWave 600 打印机的主机名。

3. 单击 '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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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默认Publisher Copy 复印模板

插图

如何更改默认 Publisher Copy 复印模板

注意：
此处所选的默认 Publisher Copy 复印模板只定义打印机的默认设置。 您可

以更改 '模板' 工作区中的扫描模板设置（参阅 124 页上的‘定义一个

Publisher Copy 扫描模板’）。

1. 单击 Océ Publisher Copy 默认设置区域中的 '更改默认复印模板'（右上

角）。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不同的复印模板。

或

您可以创建、编辑、重命名和删除自己的复印模板。 （另请参阅 110 页上的

‘复印模板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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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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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模板定义

定义

在复印模板中，您可以为复制作业定义一组默认打印设置。

在默认情况下提供了内置模板 （Océ Publisher Copy默认模板）。 不能更改

或删除它。

您可以创建、编辑、重命名和删除自己的复印模板。

可以将自己创建的复印模板设置为默认模板。

模板内容

在模板中，可以定义以下默认值：

■ 每个 '文件格式' 的具体设置
■ '图像' 设置（'图像方向' 和 '图例位置' - 详见 131 页上的‘'图像属

性'’）
■ '介质' 设置（请参阅 112 页上的‘设置默认的介质选择方式’）
■ '布局' 设置（'介质上图像的方向' 、'对齐' 和 '页边距' - 详见141 页

上的布局设置 ）
■ '渲染' 设置（ '色彩模式'、 和 '质量' - 详见144 页上的渲染设置 ）
■ '修整' 设置（'附加边' 、'修整选项' 和 '发送目标位置' - 详见146 页

上的整理设置 ）

在默认情况下，系统将这些规则和值应用到每个新作业的所有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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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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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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用绿色对勾标记的介质就是打印机实际加载的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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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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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介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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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选介质类型'

系统建议大小正确的介质（任意类型）。。'使用任何介质类

型'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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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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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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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选择介质尺寸'

当激活 '手动选择介质尺寸'，可以：

#

将图像缩放到选定纸卷的宽度。 选择卷轴尺寸，考

虑旋转设置。

'缩放至卷轴宽度'

缩放图像以适合选定的标准页大小。 选择标准页大

小

'缩放至标准纸张尺

寸'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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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合适的介质大小。

选择它是否必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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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任何已启用介

质'

系统从在打印机上实际加载的介质的列表中挑选介

质。

'仅选择已装载介

质'（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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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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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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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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

失的介质名称。 将鼠标定位到作业上方以显示工具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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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或禁用 '直接复印模式'

简介

您可以在 Océ Publisher Copy 默认设置区域（右上角）中单击'直接复印模

式' 按钮来禁用 '直接复印模式'。

插图

#

那么如果

扫描的文档将以复印模板中定义的文

档设置自动打印。 您可以在此模式

中预览文档或编辑设置。

'直接复印模式' 已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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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

扫描的文档将被收集在一个作业中。

打印之前，您可以预览文档并编辑设

置。

通知：
当在打印机上请求帐户时，

建议禁用 '直接复印模式'

。 这么做是为了免去用户每

次向打印机发送文件时都要

输入帐户信息的麻烦。

'直接复印模式' 已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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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作业进度' 部分

'活动作业' 部分和 '历史记录' 部分

插图

当扫描作业发送至打印机后，您可以在系统中跟踪作业的进度：
■ 在 '活动作业' 部分中的活动作业的状态。
■ 在 '历史记录' 部分中已完成作业列表（最多 5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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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页上的‘作

业'状态'’）。

'活动作业' 部分

'活动作业' 部分显示每个当前作业：

■ 作业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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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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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上的122）
■ 重新打印作业（请参阅 ‘重新打印作业’ 页上的121）。
■ 取消作业（请参阅 ‘提交后取消作业’ 页上的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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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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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查看 '作业属性'（请参阅 ‘查看 作业属性’ 页上的122）
■ 重新打印它（请参阅 ‘重新打印作业’ 页上的121）
■ 删除它（请参阅 ‘从 历史记录 中删除一个或多个作业’ 页上的122）

要从 '历史记录' 中删除所有作业，请单击 '清除历史记录' 按钮。

通知：
'历史记录' 部分最多可以存储 50 个作业。 如果大于 50 个，最早的作业

将被删除。

只显示在运行会话期间用户提交的作业。 如果您关闭并重新打开应用程序，

或者如果您连接至另一个打印机（请参阅 107 页上的‘'更改打印机'’），

'历史记录' 部分将被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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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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么如果作业的 '状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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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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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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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就绪'

正在打印作业。

取消作业可能会中止打印。

'正在打印'

已打印的输出可用。'已打印'

作业处于注意状态。 系统正在等待人为干预。 打印机

需要您的注意。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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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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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取消'

打印进程的一个步骤失败。'错误'

作业存储在 '智能收件箱' 中。“已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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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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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并且信息是：当 '状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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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机正在等待介质'

或者 '等待帐户信息'

'等待'

作业已被用户在 Océ

Publisher Copy中取消。 如

果需要，重新打印作业。

'用户或操作员已中止作

业。'

'已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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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错误' 或者 '处理

错误 - 系统已中止作业'

'错误'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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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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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和管理提交的作业

简介

在 '作业' 窗口中，您可以跟踪并管理提交的作业。

注意：
要管理 Océ ColorWave 600 打印机上的所有作业，请转至 Océ Express

WebTools 中的'作业'选项卡。

查看已提交作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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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页上的‘作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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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后取消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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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打印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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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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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作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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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历史记录' 中删除一个或多个作业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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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
要从 '历史记录' 中删除全部作业，请单击 '清除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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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扫描仪的相关设置

新建扫描目标位置

简介

Océ Publisher Copy 在您的控制器上添加了名为 Publisher Copy 的新目标

位置。 要复制作业，您必须选择 Publisher Copy 扫描目标位置。

插图

要选择 Publisher Copy 扫描目标位置，您可以执行下列操作。
■ 在扫描仪操作面板上选择一个现有模板，打开 '目标位置' 设置，然后将其

更改为 Publisher Copy。
■ 访问 '模板' 工作区，然后将现有模板替换为 Publisher Copy 模板。 （请

参阅 124 页上的‘定义一个 Publisher Copy 扫描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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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一个 Publisher Copy 扫描模板

开始之前

要定义一个 Publisher Copy 扫描模板，您必须访问 '模板' 工作区。

'模板' 部分将显示现有 '扫描仪操作面板上的模板' 的概览和 '模板库'。

插图

定义一个 Publisher Copy 扫描模板

1. 创建 '新文件'Publisher Copy 扫描模板。

或

■

■ 从 '模板库' 中选择一个现有模板，并 '复制' 它。

或
■ 从 '模板库' 中选择一个现有模板，并 编辑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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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辑或定义扫描模板设置 务必选择 Publisher Copy 作为 '目标位置'。

3. 单击 '确定' 确认输入。

4. 在 '扫描仪操作面板上的模板' 部分的现有扫描模板上拖放新Publisher Copy

扫描模板。 在概览和扫描仪操作面板上，现有扫描模板将会立即被新

Publisher Copy 扫描模板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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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基本复印作业（启用'直接复印模式'）

基本复印作业

开始之前

请务必启用 '直接复印模式' （参阅 115 页上的‘启用或禁用 '直接复印模

式'’）。

如何执行基本复印作业

1. 将原稿面朝下放入，右对齐。

扫描仪将扫描原稿。

[56] 将原稿面朝下放入，右对齐。

2. 选择一个 Publisher Copy 扫描模板或将现有模板的 '目标位置' 更改为

Publisher Copy。

3. 如果需要，请更改扫描设置并按下绿色开始键。

结果

扫描仪扫描原件并将复印作业直接发送至 Océ ColorWave 600 打印机。 打印

机将使用默认复印模板中定义的打印设置（请参阅 108 页上的‘更改默认

Publisher Copy 复印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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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扩展复印作业（启用'直接复印模式'）

扩展的复印作业

开始之前

请务必禁用 '直接复印模式' （参阅 115 页上的‘启用或禁用 '直接复印模

式'’）。 您的复印作业将被自动发送至打印机。 将作业发送至打印机之前，

您可以编辑打印设置。

如何执行扩展复印作业

1. 将原稿面朝下放入，右对齐。

扫描仪将扫描原稿。

[57] 将原稿面朝下放入，右对齐。

2. 选择一个 Publisher Copy 模板或将现有模板的 '目标位置' 更改为 Publisher

Copy。

3. 如果需要，请更改扫描设置并按下绿色开始键。

4. 扫描文档时， '新作业' 窗口将打开。 在 '作业组合' 部分，您可以选择您

的复印作业并编辑打印设置（参阅 129 页上的‘'编辑文档打印设置' 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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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您可以扫描多个原稿至同一作业。

5. 单击 '打印'，将复印作业发送到打印机。

结果

扫描仪将扫描原稿，在将复印作业发送至 Océ ColorWave 600 打印机之前，

您可以调整默认复印模板中定义的打印设置（参阅 108 页上的‘更改默认

Publisher Copy 复印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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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和调整文档打印设置

'编辑文档打印设置'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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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页上的‘'打印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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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可用的预览。
■ 检查并调整 '图像属性'（请参阅 131 页上的‘'图像属性'’）
■ 调整 '基本' 设置（请参阅 135 页上的‘'基本'设置’）
■ 调整 '高级' 设置：

- '介质' 设置（请参阅 138 页上的'高级'/'介质'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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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局' 设置（请参阅 141 页上的‘'高级'/'布局' 设置’）

- '渲染' 设置（请参阅 144 页上的‘'高级'/'渲染' 设置’）

- '修整' 设置（请参阅 146 页上的‘'高级'/'修整'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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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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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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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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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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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位置'

当在默认模板中设置 '自动检测图例' 时，系统分析图像以找出图例的位置

（在 '超时' 限制之内）。 它在 '图像方向' 预览中显示选定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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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选择图像的一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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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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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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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在 '打印预览' 中的方向

'打印预览' 中显示的图像的方向取决于 '介质尺寸' 以及您在 '介质' 设置

中选择的剪切方法：

#

那么如果

'打印预览' 按阅读方向显示文档。您选择 '纸张尺寸'，打印输出使用

标准纸张尺寸 '（裁切至标准尺

寸）'。

'打印预览' 显示总是位于顶部的介

质前导边。

您选择 '卷轴尺寸'，纸卷被剪切为

图像尺寸 '（裁切至图像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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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打印预览'



■ 将用于打印的介质尺寸
■ 文件的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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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基本] 和 [高级] 设置

'基本'设置

简介

在此选项卡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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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轴状态图标指示打印机上的介质类型为可用、空或已加载状态。

当在 '介质尺寸' 中选择 '卷轴' 时，介质将被剪切为图像的大小。

要剪切到标准页大小，请选择 '纸张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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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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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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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留原始的图像大小。'1:1 缩放'

定义自定义缩放值（从 1% 到 1000%）。'自定义缩放'

适合 '当图像大于介质时自动缩小''缩小至适合尺寸'

适合 '自动缩放至介质尺寸''缩放至适合尺寸'

'修整'

如果折页机是在打印系统中声明的，则可以选中 '折页' 选项。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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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会显示警告信息 ('图例不能位于折页包装的顶部。')。

'发送目标位置' 取决于打印机功能和 '折页' 选项。

要输出不折页打印稿，选择打印机背面的 '顶部出纸盒(TDT)' 或 '外部输出'

/ 设置。

当激活并选择折页功能时，打印输出将被自动发送到折页机。 '发送目标位

置' 自动设置为 '折页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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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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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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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介质' 设置

简介

对于作业中的每个已扫描原稿，系统将根据下列设置自动选择最适合的介质进

行打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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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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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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轴状态图标指示打印机上的介质类型为可用、空或已加载状态。

当在 '介质尺寸' 中选择 '卷轴' 时，介质将被剪切为图像的大小。

要剪切到标准页大小，请选择 '纸张尺寸'。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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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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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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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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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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留原始的图像大小。'1:1 缩放'

定义自定义缩放值（从 1% 到 1000%）。'自定义缩放'

适合 '当图像大于介质时自动缩小''缩小至适合尺寸'

适合 '自动缩放至介质尺寸''缩放至适合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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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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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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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最优化图像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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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决定当 '介质尺寸' 设置

为

'先打印图像短边': '<html>将图像短边与介质前导

边对齐。</html> '

A '纸张尺寸'

'先打印图像长边': '<html>将图像长边与介质前导

边对齐。</html>'

'纵向打印图像': '<html>将图像顶部与介质短边对

齐。</html>'

'横向打印图像': '<html>将图像顶部与介质长边对

齐。</html>'

'先打印图像短边'A '卷轴尺寸'

'先打印图像长边'

在所有情况下，您都可以选择：

■ '倒置（再旋转 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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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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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佳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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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

它将选定的区域移动到介质的一边。'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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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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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表示向介质顶部移动图像。

负值表示向底部移动图像。

当选择 '纸张尺寸' 作为 '介质尺寸' 时，可以设置此值。

'增加图像边距'

通知：
在默认情况下，应用程序会针对每一种文件格式检索和应用打印机中设置的

页边距值 ('增加图像边距')。

定义所要打印的图像是否需要更多页边距。 其它页边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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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在打印机配置工具中配置添加的页边距的尺寸 (Océ Express

WebTools)： 从 3mm（默认）最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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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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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渲染' 设置

简介

您可以微调颜色设置和渲染选项。

通知：
对于 Océ Publisher Copy ，建议定义下列彩色设置。
■ '色彩模式': 'Oce 增强色彩'
■ 'RGB 输入数据': 'sRGB'
■ '色彩转换': '相对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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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在打印机上设置的默认值。'打印机色彩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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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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色彩感觉'

手动微调颜色输入数据和 '色彩转换' 的组合。

单击 '编辑' 打开 '编辑色彩设置' 窗口并配置

设置。

'Oce 增强色彩'

微调打印色彩的渲染。a '预定义的色彩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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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
颜色设置的可用性取决于文件的格式。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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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GB 数据解释： 'sRGB' 或 'Adobe RGB'。
■ CMYK 数据解释： '欧标涂层铜版纸'、'欧标无涂层铜版纸'、'美国涂层油

墨铜版纸 (SWOP)' 或者 '美国无涂层油墨铜版纸'。 此设置对于 HPGL/2、

HPGL 或 HP-RTL 文件不可用。
■ '色彩转换'： '可觉察（照片）'、'饱和（商业图片）'、'绝对色度'、'相

对色度'。

'质量'

选择要应用的 '质量' 级别：

#

减少使用的墨粉量并生产亮度更高，细节更少的

图像。

'经济'

用于得到高质量打印件的更高的生产率。'生产'

创建丰富、详细的图像，但生产率会降低。'演示'

根据图形内容为每个文档选择最佳的打印设置。

在打印机上配置。

'Oce Print Assi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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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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添加 '纸头' 或 '纸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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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边条添加到底部（0 到 400 mm / 0 到 15,74 in）。

通知：
系统显示在 '用户首选项' 中定义的单位 ('毫米'/'英寸') 。

'修整选项'

如果折页机是在打印系统中声明的，则可以选中 '折页' 选项。

系统使用 '图像属性' 折叠打印输出，以便将图例放置到折页包装的顶部。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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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会显示警告信息 ('图例不能位于折页包装的顶部。')。

'发送目标位置' 取决于打印机功能和 '折页' 选项。

要输出不折页打印稿，选择打印机背面的 '顶部出纸盒(TDT)' 或 '外部输出'

/ '下部接收盒'设置。

当激活并选择折页功能时，打印输出将被自动发送到折页机。 '发送目标位

置' 自动设置为 '折页传送'。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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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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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Oce License Logic

简介

Oce 应用程序和选件受版权保护，未经授权，不得使用。许可激活许可证，才

能使用应用程序或选件。Océ License Logic 让您可以轻松地管理许可证。.

本介绍以下内容。
■ Océ License Logic 的基本概念
■ 如何使用 Océ License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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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 License Logic 的功能

简介

Oce License Logic 具备以下功能。

功能

■ 查看当前激活的许可证
■ 获取 Oce 系统的主机 ID
■ 保存激活的许可证
■ 进行许可证激活。

可以激活新的许可证或已保存的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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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激活的基本工作流程

简介

在使用 Océ License Logic 功能之前，必须登录 Océ License Logic。以下

工作流程介绍了在使用功能时的每个步骤。

工作流程

1. 选择所需的新选件。

使用 Océ License Logic 的以下功能完成。
■ 查看当前激活的许可证

您可以列出需要的新选件以及许可证编号。Oce 需要新选件和许可证编号的

列表，以此创建新的许可证文件。
■ 获取 Oce 系统的主机 ID。

Oce 需要您的 Oce 系统的主机 ID，以此创建新的许可证文件。

2. 将新选件的列表、许可证编号的列表以及主机 ID 发送到 Oce。

Oce 创建并分发一个或多个新许可证文件。

3. 如果需要，备份当前激活的许可证。

使用 Océ License Logic 的以下功能完成。
■ 保存当前激活的许可证

4. 激活许可证。

使用 Océ License Logic 的以下功能完成。
■ 进行许可证激活。

许可证激活作业指导您完成以下步骤。

1. 查找许可证文件

2. 预览新激活的许可证

3. 接受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4. 完成许可证激活作业

5. 重新启动 Oce 系统的控制器。

通知：
对每个许可证文件执行许可证激活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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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文件和许可证的结构

简介

许可证文件包含 Oce 系统各个选件的许可证。 可以使用 Océ License Logic

查看当前激活的许可证。 在许可证激活期间，可以使用 Océ License Logic

预览新激活的许可证。

许可证文件包含同一类型的许可证。

从 Oce 收到的许可证文件仅包含同一类型的许可证。 许可证类型有以下几

种。

■ 转售。

如果您定购转售许可证，您将收到 1 个许可证文件。

不同情况

根据所使用的许可证文件，您会看到不同情况。

取决于不同情况，您会到#

您会看到情况

您会看到：
■ 所有当前激活的转售许可证
■ 所有当前其他未激活的选件。

查看当前激活的许可证

您会看到以下一个选件：
■ 转售许可证文件

Oce 提供一个或多个许可证

文件。

您会看到：
■ 所有当前激活的转售许可证
■ 所有新激活的转售许可证

如果使用包含转售许可证的

许可证文件，在许可证激活

作业期间，请预览转售许可

证。

您会看到：
■ 在创建备份文件时激活的所有转售许可证

如果使用备份文件的已保存

许可证，在许可证激活作业

期间，请预览转售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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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会看到情况

您会看到：
■ 所有当前激活的转售许可证
■ 所有的新转售许可证
■ 所有当前其他未激活的选件。

许可证激活作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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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Océ License Logic 管理许可证

登录 Océ License Logic

简介

您可以在 Oce 系统的控制器上或者通过网络浏览器远程运行 Océ License

Logic。 Océ License Logic 有密码保护。 使用与登录 Oce 系统相同的系统

管理员密码登录。

用途

出于以下目的登录 Océ License Logic：
■ 查看当前激活的许可证
■ 获取 Oce 系统的主机 ID
■ 保存当前激活的许可证
■ 进行许可证激活。

可以激活新的许可证或已保存的许可证。

开始之前

要远程运行 Océ License Logic，您需要 Oce 系统的主机名称或 IP 地址。

如何在 oce TC4 Power Logic® controller 上登录 Océ License Logic

1. 打开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

2. 在菜单栏中单击 '编辑'。

3. 单击 '许可...'。

打开登录窗口。

4. 选择系统管理员。

5. 输入 '密码'。

6. 单击 '登录' 按钮。

如何从网络浏览器远程登录 Océ License Logic

1. 打开网络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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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é License logic 支持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5.5 或更高版本。

通知：
URL 区分大小写。

2. 在浏览器中输入以下 URL： http://'scanner-name'/LicenseLogic.html。

通知：
[Scanner-name] 是扫描仪的主机名称或 IP 地址。

打开登录窗口。

3. 选择系统管理员。

4. 输入 '密码'。

5. 单击 '登录' 按钮。

结果

Océ License Logic 打开以下其中一个窗口：

■ ['未启用许可'] 窗口

如果没有激活的许可证则打开这个窗口。
■ ['查看许可'] 窗口

如果 Océ License Logic 检测到激活的许可证则打开这个窗口。

通知：
如果登录失败，Océ License Logic 会显示一条消息。认真阅读，并按说明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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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当前激活的许可证

简介

如果登录后 Océ License Logic 检测到激活的许可证，会打开 ['查看许可']

窗口并显示当前激活的许可证。 根据选件不同，会显示以下字段和许可证信

息：

■ '选项'

这个字段显示选件的名称。
■ '状态'

这个字段显示下面任何一种许可证状态。

- '已批准'

- '未批准'

- '已过期'

- '更新配置'
■ '许可类型'

此字段显示许可证类型。

- '转售'
■ '持续天数'

这个字段显示许可证有效的时间。
■ '许可号'

这个字段显示许可证编号。

用途

出于以下目的查看许可证信息。

■ 检查激活许可证的许可状态、许可类型和许可时间
■ 查看 Oce 系统可用的所有选件。

选件列表取决于 Oce 系统的类型和版本。
■ 创建所需新选件的列表
■ 创建许可证编号的列表

开始时间

查看许可证信息，制作所需新选件的列表和许可证编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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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如果有错误，Océ License Logic 会显示一条消息。认真阅读，并按说明操

作。

开始之前

确保扫描系统具有激活的许可证。 如果 Océ License Logic 未检测到激活的

许可证，'未启用许可' 将打开 153 页上的‘登录 Océ License Logic ’。

如何查看许可证

1. 登录 Océ License Logic。

结果

['查看许可'] 窗口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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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Océ 系统的主机 ID。

简介

Oce 需要您的 Oce 系统的主机 ID 和许可证编号，以此创建新的许可证文件。

开始时间

获取主机 ID，以向 Oce 订购转售许可证文件。

开始之前

在启动 Océ License Logic 的同一系统上打开文本编辑器。 可以将主机 ID

保存在文档中。

如何获取主机 ID

1. 登录 Océ License Logic。

如果没有激活的许可证则打开 ['未启用许可'] 窗口。

如果 '查看许可' 检测到激活的许可证，则打开 [Océ License Logic] 窗口。

2. 单击 ['主机 ID'] 链接。

此时将打开 ['Oce 系统的主机 ID'] 窗口。

3. 单击 ['复制'] 按钮，将主机 ID 复制到剪贴板。

4. 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一个新文档。

5. 使用文本编辑器的粘贴选项，将主机 ID 复制到文档中。

6. 将不同的许可证编号输入文档。

7. 保存文档。

结果

主机 ID 保存在文档中。 您可以使用此文档，将主机 ID 和许可证编号发送

到 O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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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当前激活的许可证

简介

可以将所有不同许可类型的当前激活许可证保存到一个文件中。

用途

出于以下目的保存当前激活的许可证：

■ 收集和将所有不同类型的激活许可证保存到一个文件中
■ 在开始许可证激活作业之前创建备份文件

开始时间

在开始许可证激活作业之前保存当前激活的许可证，或者保存当前的许可证情

况

开始之前

确保扫描系统具有激活的许可证。 如果 Océ License Logic 未检测到激活的

许可证，'未启用许可' 会打开 153 页上的‘登录 Océ License Logic ’。

如何保存许可证

1. 登录 Océ License Logic。

['查看许可'] 窗口打开。

2. 单击 ['保存'] 按钮。

['保存许可'] 窗口打开。

3. 选择一个目录，输入文件名并单击 ['保存'] 按钮，备份当前激活的许可证。

结果

所有当前激活的转售许可证将保存在一个文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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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许可证激活

简介

要启用某个选件，您需要在 Oce 系统上激活许可证。 Oce 通过一个或多个许

可证文件提供新的许可证。

用途

出于以下目的激活许可证：

■ 激活新的转售许可证以启用新选件
■ 激活备份文件的已保存许可证，回到保存的情况。

开始时间

在以下情况下激活许可证：

■ 从 Oce 收到一个或多个新许可证文件时激活新许可证
■ 当新许可证的激活失败时激活已保存的许可证

开始之前

要激活新许可证，须从 Oce 取得许可证文件。 对每个新许可证文件执行许可

证激活作业。 确认所使用的许可证文件是正确的： 许可证文件中的主机 ID

必须与 Oce 系统上的主机 ID 相同。 确认在您运行 Océ License Logic 的

系统上可以使用许可证文件。

通知：
如果有错误，Océ License Logic 会显示一条消息。 仔细阅读消息，并按照

指导操作。

如何激活许可证

1. 登录 Océ License Logic。

如果没有激活的许可证则打开 ['未启用许可'] 窗口。

如果 '查看许可' 检测到激活的许可证，则打开 [Océ License Logic] 窗口。

2. 如果 ['未启用许可'] 窗口打开，请单击 ['下一步']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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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将打开 ['查看许可'] 窗口。

3. 单击 '启用' 按钮。

4. 单击 '浏览' 按钮，选择许可证文件所在位置，然后单击 '确定'

5. 单击 '下一步' 按钮。

显示新许可证的情况。 您所见内容取决于所用许可文件中的许可类型151 页上

的‘许可证文件和许可证的结构’。 您会看到以下一个选件：
■ 如果使用转售许可的许可证文件，则显示当前激活的许可证和新的转售许可

证
■ 如果使用带转售许可证的已保存文件，则转售许可证的显示与创建备份文件

时相同。

6. 单击 '下一步' 按钮。

显示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7. 请认真阅读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如果同意，请选择 [' 我接受']。

8. 单击 ['完成'] 按钮激活许可证。

显示 ['查看许可'] 窗口。

9. 重新启动 Oce 系统的控制器。

结果

许可证激活，可以使用这些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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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é Account Center 概述

简介

使用 Océ Account Center 可以管理 Oce TDS 和 Oce TCS 设备的扫描生成电

子文件作业的帐户信息。

定义

Océ Account Center 包括以下两个软件模块。
■ Océ Account Logic

Océ Account Logic 运行在 Océ Power Logic® 控制器上。 您可以通过

Web 浏览器从远程工作站连接到 Océ Account Logic。

用户可以使用 Océ Account Logic 输入帐户信息。 用户可以为扫描生成电

子文件作业输入帐户信息。 用户可以在 Océ Power Logic® 控制器和工作

站上输入帐户信息。

管理员可以从应用程序的 Océ Account Logic 屏幕来管理 '管理'。
■ Océ Account Console。

Océ Account Console 运行在作为服务器的 PC 上。 您可以通过 Internet

Explorer 从远程工作站连接到 Océ Account Console。 Océ Account

Console 应用程序的访问受密码保护，而且只限于被授权的人员。

管理员可以使用 Océ Account Console 创建 '帐户信息' 对话框。 管理员

可以为 Océ Account Logic 和其它应用程序发布 '帐户信息' 对话框。

簿记员使用 Océ Account Console 来检索和导出日志数据。 簿记员使用日

志数据来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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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Océ Account Center 中的用户角色和任务
Oce Account Center 中的用户角色和任务#

任务用户

A) 创建、管理和删除帐户对话。

B) 将帐户对话发布到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

器上。

1) 管理员

C) 使用 Océ Account Logic 对话，指定扫描生成

电子文件作业的帐户信息。

2) 用户

D) 检索和使用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上存

储的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的帐户信息。 日志数据

用作帐户报告和发票的输入。

3) 薄记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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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Océ Account Logic

如果您具有有效许可证，您可以通过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

中的垂直图标工具栏来访问应用程序。

访问 Océ Account Logic。
■ 访问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
■ 单击垂直图标工具栏中的 Océ Account Logic图标。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窗口顶部将显示一个较小的二级窗

口。 请注意，当您单击背景屏幕时，带有 Océ Account Logic 的小屏幕将

消失在背景中。 在前景中将屏幕最小化可恢复 Océ Account Logic 屏幕。
■ 访问文件选项卡，定义扫描作业的帐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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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é Account Logic®

Oce Account logic 简介

简介

在开始使用 Oce Account Logic 之前，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更改设置：

■ Océ Power Logic® 控制器上的 Oce Settings Editor
■ Power Logic 控制器软件应用程序

定义

使用 Oce Account Logic 可以将帐户信息链接到作业。 帐户信息要求是由管

理员定义并管理的。

目的

使用 Oce Account Logic 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 输入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的帐户信息
■ 锁定和解锁扫描仪
■ 管理 Oce Account Logic（仅限于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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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 Account Logic 摘要

部分

Oce Account Logic 包括以下部分。
■ [文件] 选项卡

使用此选项卡可以为扫描生成电子文件作业输入帐户信息。
■ '管理' 窗口。

这个窗口用来定义应用程序的管理设置。 对这个窗口的访问受密码保护，

而且只限于应用程序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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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设置

简介

在开始使用 Océ Account Logic 之前，您必须执行下列操作。
■ 通过激活 Océ License Logic 中的许可证，激活 Océ Account Logic。
■ 检查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中的设置是否正确。 激活

Océ Account Logic 之后，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中的相

关设置将被设置为正确值。

开始之前

开始之前，您可以以设备管理员身份登录，检查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

器应用程序上的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程序中的正确设置，并根

据需要进行修改。

通知：
有关设置和设置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

程序联机帮助。

通知：
Oce Account Logic 升级之后，所有管理员设置将被保留。 您可以在 '管理'

窗口检查设置。

正确设置
#

说明定义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
应用程序设置路径

扫描仪面板超时过期后将锁定

扫描仪。 扫描仪锁定后可防止

用户在未输入帐户信息的情况

下使用扫描仪。 将超时设置为

最小值后，经过最短的时间后

将锁定扫描仪。

Oce 建议您将

面板超时设置

为最小值（30

秒）。

路径： '首选项' - '系

统默认值' - '扫描仪'

- '面板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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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é Account Console®

Océ Account Console 简介

定义

Océ Account Console 安装在管理员的工作站上。对 Océ Account Console

的访问受密码保护且仅限于管理员。

目的

使用 Océ Account Console 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管理、预览和发布 Océ Account Logic 的帐户信息对话框。
■ 检索并导出日志文件。
■ 管理设备。

通知：
本应用程序还单独提供了一本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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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é Account Console摘要

Océ Account Console 主要部分

管理员使用 Océ Account Console 执行众多维护与配置任务。

下表介绍了 Océ Account Console 的主要功能区。

Océ Account Console 主要部分 #

说明部分

'字段' 部分。
■ 创建帐户对话框。 帐户对话框包括众多帐户字段。
■ 删除帐户对话框。 请注意，该操作无法撤销。
■ 编辑帐户对话框。 您可以更改帐户字段的类型。
■ 更改帐户字段在列表中的顺序。
■ 预览帐户对话框以测试有效性。
■ 发布帐户对话框。 使帐户对话框对外部应用程序可

用。

'值' 部分。
■ 创建每个帐户字段的值。
■ 添加每个帐户字段的值。 将现有值添加到某个帐户

字段。
■ 删除每个帐户字段的值。 请注意，该操作无法撤销。
■ 编辑所选帐户字段的值
■ 上移或下移列表中的选定值。
■ 'A..Z 分类'。 使用该选项可以按升序组织列表。
■ 'Z..A 分类'。 使用该选项可以按降序组织列表。

'对话框' 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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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部分

'设备' 部分。
■ '创建...'。 使用该选项可以创建新设备。
■ '删除'。 使用该选项可以删除设备。 设备的日志数

据也被删除。 请注意，该操作无法撤销。
■ '编辑...'。 使用该选项可以更改设备的值。
■ '删除日志数据'。 使用该选项可以删除设备的日志

数据。
■ '升级'。 使用该选项可以升级 Océ Account Logic。

'任务' 部分。
■ [压缩数据库]。 使用该选项可以清理数据库。
■ '启动'。 使用该选项可以运行更新对话框或者检索

日志数据。
■ '编辑...'。 使用该选项可以更改更新对话框和检索

日志数据的条件。

'设备' 选项卡

'概述' 部分。
■ '创建...'。 使用该选项可以定义导出数据的条件。
■ '删除'。 删除导出过滤器。
■ '编辑...'。 更改导出日志数据的条件。
■ '运行...'。 选择所需过滤器并开始导出日志数据。

[统计] 区。
■ '创建...'
■ '删除'
■ '编辑...'
■ '运行...'

'导出过滤器' 选

项卡

使用许可证屏幕可以执行下列操作。
■ 确定接收有效的许可证文件所需的主机 ID 。
■ 激活许可证文件。
■ 创建许可证文件的备份。

'许可证'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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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部分

使用管理员屏幕可以执行下列操作。
■ 更改密码。
■ 发布从其它应用程序检索到的数据。
■ 定义 Océ Account Console 的其余设置。
■ 设置区域设置

-应用程序语言

-计量单位（公制或英制值）

'管理'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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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oce TC4 扫描仪

清洁扫描区

简介

玻璃平板需保持干净。 不干净的玻璃平板将导致扫描质量降低。 如果图像中

出现原稿中没有的线条时，请清洁玻璃平板。

注意：
使用 Oce 清洁剂 A，以获得最佳效果。

注意：
确保不要损坏玻璃平板右侧的传感器。

如何清洁玻璃平板

1. 关闭 Océ TC4 扫描仪。

2. 朝您所在方向拉动顶盖，然后提起顶盖，即可将顶盖打开。

[65] 打开顶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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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一块不含纤维屑的清洁布和少量清洗剂清洁玻璃平板和白板。

[66] 不要损坏玻璃平板前面右侧的传感器。

4. 使用另一块不含纤维屑的清洁布擦干玻璃平板和白板。

5. 清洁白板。

6. 提起顶盖，朝您所在方向转动顶盖，然后将顶盖推下，直到听到或感觉到咔哒

声。

7. 打开 Océ TC4 扫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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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扫描仪

简介

当对扫描仪的扫描质量不满意时，可以校准扫描仪。 您可以使用校准向导校

准扫描仪。

开始之前

开始校准程序之前，请清洁玻璃平板 174 页上的‘清洁扫描区’。 不干净的

玻璃平板将导致扫描质量降低。 如果图像中出现原稿中没有的线条时，请清

洁玻璃平板。

如何校准扫描仪

1. 使用右下方软键选择 '系统'。

'系统设置' 屏幕将打开。

2. 使用左侧软键选择 '扫描仪校准'，启动校准向导。

屏幕上将显示 '插入校准纸张' 消息和下列图标。

[67] '插入校准纸张' 图标

3. 插入校准纸张并按绿色开始键以启动校准流程。

屏幕上将显示 '扫描仪正在校准...' 消息和下列图标。

[68] '扫描仪正在校准...'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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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流程就绪之后，屏幕上将显示消息[按确定键以继续] 和下列图标。

[69] 删除校准纸张图标。

4. 使用右下方软键选择 '确定'。

通知：
如果校准进程停止或失败，请根据扫描仪操作面板上的说明小心操作。

结果

Océ TC4 扫描仪 已校准，扫描质量再次得到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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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扫描仪上的原稿卡纸

简介

扫描仪操作面板上的红色灯表示出现了原稿卡滞。

如何取出卡住的原稿

1. 将顶盖朝自己方向拉动后抬起，即可打开。

[70] 打开顶盖

2. 取出原稿。

3. 提起顶盖，朝自己转动顶盖，然后将顶盖向后推直到听到或感觉到咔哒声。

结果

操作面板上的绿色指示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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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仪错误消息和解决方案

简介

当出现错误时，扫描仪操作面板显示下列信息。
■ 错误消息图标
■ 错误消息
■ 解决方案描述
■ 错误代码
■ 下部软键功能。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需要这些功能才能解决问题，如前卷和回卷。

如何处理扫描仪错误消息

1. 仔细阅读错误消息。

[71] 错误消息图标

2. 按照扫描仪操作面板上的说明操作

结果

您可以根据扫描仪操作面板上的帮助说明解决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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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A
概览和表格



oce TC4 系统概览

简介

oce TC4 是用于扫描工程文档的高质量快速宽幅彩色扫描仪。 oce TC4 具有

扫描生成电子文件功能。 扫描仪具有下列硬件和软件配置。

折页机组件

21

3

#

组件序号

扫描仪1

扫描仪操作面板2

扫描仪送纸台3

oce TC4 / Océ TC4XT 扫描仪配置

您可以使用 oce TC4 扫描仪扫描最大厚度为 3 mm 的原件。

要扫描最大厚度为 15 mm 的原件或较硬的原件，您可以使用 Océ TC4XT 扫描

仪。 此扫描仪配有把手，您可以使用它来设置原稿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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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仪操作面板

扫描仪

1 2 3 4 5 6 7 8 9 0 

3 

5 

6 

11 

4 

1 2 

7 8 

10 

  9 

12 

#

组件序号

LED（绿色和红色提示灯）1

显示屏2

上方软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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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序号

滚轮键4

滚轮5

下方软键6

绿色开始键7

[停止] 键8

数字键9

下方软键10

左侧软键11

上方软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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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 TC4 规格

oce TC4 规格

简介

oce TC4 是用于扫描工程文档的高质量快速宽幅彩色扫描仪。 oce TC4 具有

扫描生成电子文件功能。

下表详细介绍了扫描仪性能、技术与安全要求，以及尺寸、重量、功耗等常规

信息。

扫描仪
#

■ Oce Image Logic® 实时图像处理
■ 1 x 微型 CCD 照相机

技术

黑白
■ 高达 5 米/分钟或 3.3 英寸/秒。

灰度和彩色
■ 高达 4 米/分钟或 2.8 英寸/秒。

扫描速度

575 dpi分辨率

3 色线性 CCD

21360 像素

24 位彩色

照相机

914.4 毫米扫描宽度

右对齐原稿送纸

硬/厚介质扫描仪

最小
■ 210 mm x 210 mm (长 x

宽)

最大
■ 1300 mm x 965 mm (长

x 宽)

标准扫描仪

最小
■ 210 mm x 210 mm (长

x 宽)

最大
■ 6000 mm x 1016 mm (长

x 宽)

原稿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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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毫米1.5 毫米最大介质厚度

2.5 kg/m²不适用输出介质重量

■ 宽度： 1,300 毫米
■ 深度： 1,230 毫米
■ 高度： 1,300 毫米

■ 宽度： 1,300 毫米
■ 深度： 650 毫米
■ 高度： 1,300 毫米

尺寸

90 千克70 千克重量

■ TIFF（未压缩，Packbits、G3、G4 和 LZW）
■ PDF、PDF/A（未压缩，Flate 和 G4）
■ CALS
■ JPEG

数据格式

sRGB彩色空间

■ 原稿类型选择 191 页上的‘扫描仪的原稿类型’
■ 颜色选择（黑白/灰度/彩色）
■ 更浅/更深
■ 精细或速度图像优化

图像质量

■ 消除纸边（纸头/纸尾/左边/右边）
■ 水平镜像
■ 删除区域

图像编辑

■ 预先设置下一个作业
■ 可调整的默认设置
■ 纸头和纸尾调整 (0 mm - 400 mm)
■ 同时扫描
■ 扫描生成电子文件黑白/灰度。
■ 扫描生成电子文件彩色。

其它功能

固件接口

85-264 V电压

47/63 Hz频率

运行中： < 105 W

待机： < 20 W

耗电量

TüV GS、CE、UL、(c)UL、CB、EMC Directive

89/336/EEC、FCC

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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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é Power Logic® 控制器规格

Océ Power Logic® 控制器硬件
#

嵌有 Windows® XP 的 Océ 控制器平台

1024 Mb内存

250 Gb。硬盘容量

无，可选键盘、鼠标和显示器图形用户界面

带 RJ45 的 10/100BaseT标准界面

带 RJ45 的 10/100BaseT可选界面

TCP/IP、SMB（仅限于扫描生成电子文件）、

IPX/SPX、FTP、LPD

网络协议

控制器： < 100 W耗电量

100-120 / 230 V、50/60 Hz电力要求

Océ Power Logic® 控制器软件适用软件

Océ Power Logic® 控制器软件
扫描模块#

Océ Image Logic打印处理技术

■ 黑白
■ 灰度（STF 功能）
■ 彩色（STF 功能）

颜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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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Océ Scan Logic®

扫描仪

Océ Scan Logic® 可灵活升级，满足您（将来）的效率、质量和高级功能需

求。

#

扫描作业工作区是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应用

程序的一部分，在 Océ View Station LT. 中集成了扫

描解决方案

应用程序

最多 10 个目标位置。
■ 扫描至本地控制器
■ 通过服务器信息块 (SMB) 扫描至Microsoft® Windows

网络位置
■ 通过文件传输协议 (FTP) 扫描至 Internet 位置

扫描目标位置

72、150、200、300、400 和 600 dpi。分辨率

■ TIFF
■ Adobe 认证的 PDF
■ CALS-I
■ JPEG

支持的 PDL

■ 原始
■ 留边
■ 水平位移

TIFF 文件的可用

文件组织类型

■ 最大（低度压缩，高质量）
■ 高
■ 中
■ 最小（高度压缩，低质量）

可用 JPEG 压缩

方式压缩 PDF 文

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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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FF 文件格式
■ 无（不压缩）
■ Group 3 2D
■ Group 4
■ Packbits
■ LZW。

PDF、PDF/A 文件格式
■ JPEG 压缩
■ Group 4
■ Flate

CALS-I 文件格式
■ Group 4。

可用的文件压缩

方式

TIFF 文件格式
■ 黑白，每像素 1 位
■ 灰度，每像素 8 位
■ RGB，每像素 24 位。

PDF、PDF/A 文件格式
■ 黑白，每像素 1 位
■ 灰度，每像素 8 位
■ RGB，每像素 24 位。

CALS-I 文件格式
■ 黑白，每像素 1 位。

可用的颜色深度

扫描一次。扫描模式

为每次扫描自动生成唯一的文件名。文件命名

在扫描过程中查看扫描结果。查看

各类图像的最佳扫描质量。Océ Image

Logic®

绿色键原则

扫描仪模板

从扫描仪操作面板扫描生成电子文件。

直接扫描至本地或远程目标位置。

易于使用

oce TC4 Power Logic® 控制器和 Océ Power Logic®

controller Remote 可以访问系统。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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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é View Station 用以编辑和增强扫描出的文档

Océ Repro Desk

Océ Account Center

Océ Publisher Copy

Océ Batch Processor 用于自动编辑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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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仪的原稿类型

扫描仪

彩色扫描仪可以使用下表所列原稿类型。

原稿类型#

图标类型原稿类型

[74] 线条/文字图标

'线条与文本'黑白/灰度

[75] 灰度和线条图标

'灰度和线条'

[76] 照片图标

'照片'

[77] 透明图标

'透明'

[78] 蓝图图标

'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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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类型原稿类型

[79] 深色原稿图标

'深色原稿'

[80] 照片图标

'照片'彩色

[81] 艺术作品图标

'美工图案'

[82] 地图图标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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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B
其它



读者意见表

问题

您认为本手册的内容是否准确？

O 是

O 否

阅读完本手册后您是否能够操作此产品？

O 是

O 否

本手册是否提供了足够的背景信息？

O 是

O 否

您认为本手册在开本大小、可读性和排版（页面布局、章节顺序等）方面是否

合适？

O 是

O 否

您是否能够找到所需要的信息？

O 总能

O 多数时候能

O 有时能

O 根本找不到

您通过什么方式来查找所需的信息？

O 目录

O 索引

您对本手册是否满意？

O 是

O 否

感谢您参与评估本手册。

如果您有其它意见或建议，请将您的想法写在背面或另外一张纸上。

意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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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日期：

填写人：

（如果您不愿透露姓名，请填写您的职业）

姓名：

职业：

公司：

电话：

地址：

城市：

国家/地区：

请将此表寄至以下地址：

Océ-Technologies B.V.

For the attention of ITC User Documentation.

P.O. Box 101,

5900 MA Venlo

The Netherlands

或将您的意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itc-userdoc@oce.com

要查找当地 Océ 机构的地址，请访问：http://www.o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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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 在全球各地机构的地址

#

Océ-Österreich GmbH

Postfach 95

1233 Vienna

Wienerbergstrasse 11

Vienna Twin Tower

1100 Vienna

Austria

http://www.oce.at/

Océ-Australia Ltd.

P.O. Box 363

Ferntree Gully MDC

Vic 3165

Australia

http://www.oce.com.au/

Oce-Brasil Comercio e Industria

Ltda.

Av. das Nações Unidas, 11.857

Brooklin Novo

São Paulo-SP 04578-000

Brasil

http://www.oce-brasil.com.br/

Oce-Belgium N.V./S.A.

J. Bordetlaan 32

1140 Brussel

Belgium

http://www.oce.be/

奥西办公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第一中心（二期）4 号楼

张衡路 180 弄

浦东新区

中国上海市（邮编：201204）

China

http://www.oce.com.cn/

Oce-Canada Inc.

4711 Yonge Street, Suite 1100

Toronto, Ontario M2N 6K8

Canada

http://www.oce.ca/

Oce-Danmark a/s

Vallensbækvej 45

2605 Brøndby

Denmark

http://www.oce.dk/

Oce-Czech Republic ltd.

Babická 2329/2

149 00 Praha 4

Czech Republic

http://www.oce.cz/

Oce-France S.A.

32, Avenue du Pavé Neuf

93882 Noisy-le-grand, Cedex

France

http://www.oce.fr/

Oce Finland OY

Niittyrinne 7

02270 Espoo

Finland

http://www.oce.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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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西-香港和中国总部

一座 37 楼 11-18 室

创纪之城一期

观塘道 388 号

观塘

九龙

Hong Kong

http://www.oce.com.hk/

Oce-Deutschland GmbH

Solinger Straße 5-7

45481 Mülheim/Ruhr

Germany

http://www.oce.de/

Océ-Ireland Ltd.

3006 Lake Drive

Citywest Business Campus

Saggart

Co. Dublin

Ireland

http://www.oce.ie/

Oce-Hungaria Kft.

1241 Budapest

Pf.: 237

Hungary

http://www.oce.hu/

Oce Japan Corporation

1-28-1, Oi

Shinagawa-ku

Tokyo 140-0014

Japan

http://www.ocejapan.co.jp/

Oce-Italia S.p.A.

Strada Padana Superiore 2/B

20063 Cernusco sul Naviglio

(MI)

Italia

http://www.oce.it/

Océ Malaysia Sdn. Bhd.

#3.01, Level 3, Wisma Academy

Lot 4A, Jalan 19/1

46300 Petali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http://www.ocemal.com.my/

Oce-Belgium S.A.

Rue Astrid 2/A

1143 Luxembourg-Belair

http://www.oce.lu/

Oce-Norge A.S.

Postboks 4434 Nydalen

Gjerdrums vei 8

0403 Oslo

Norway

http://www.oce.no/

Océ-Mexico S.A. de C.V.

Prolongación Reforma 1236,

4to Piso

Col. Santa Fé, Del. Cuajimalpa

C.P. 05348

México, D.F.

México

http://www.oceu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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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é-Portugal Equipamentos Gráficos

S.A.

Av. José Gomes Ferreira, 11 Piso

2 - Miraflores

1497-139 Algés

Portugal

http://www.oce.pt/

Oce-Poland Ltd. Sp.z o.o.

ul. Bitwy Warszawskiej 1920 r.

nr. 7

02-366 Warszawa

Poland

http://www.oce.com.pl/

Oce Singapore Pte Ltd.

21 Ubi Road 1

#05-01 Brilliant Building

Singapore408724

Oce-Svenska AB

Sollentunavägen 84

191 27 Sollentuna

Sweden

http://www.oce.se/

Oce España SA

Business Park Mas Blau

Osona, 2 08820 El Prat de

Llobregat

Barcelona

Spain

http://www.oce.es/

Oce (Thailand) Ltd.

B.B. Building 16/Floor

54 Asoke Road

Sukhumvit 21

Bangkok 10110

Thailand

Oce-Schweiz AG

Sägereistrasse 10

CH8152 Glattbrugg

Schweiz

http://www.oce.ch/

Oce (UK) Limited

Oce House

Chatham Way

Brentwood, Essex CM14 4DZ

United Kingdom

http://www.oce.co.uk/

Oce-Nederland B.V.

P.O. Box 800

5201 AV 's-Hertogenbosch

The Netherlands

http://www.oce.nl/

Océ North America Inc.

100 Oakview Drive

Trumbull, CT 06611

USA

http://www.oceu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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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http://www.oce.com 网站提供了各地 Oce 机构与经销商的最新地址。

通知：
宽幅打印系统和产品打印系统相关的各地 Oce 机构的地址可能会与上述地址

有所不同。 请访问 http://www.oce.com 网站，获取所需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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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士信赖奥西的数字打印和文档

管理系统。 在办公室中，奥西系统保持着商业与

政府的不停运转。 奥西工程技术文件系统在制造

业、建筑业、工程业以及施工领域树立了标准；

同时，奥西的户外彩喷系统帮助人们生产广告条

幅、广告牌以及其它大型、彩色的应用。 在公司

打印中心、市场营销服务部门和印艺行业中，奥

西系统能以最快的速度打印可变数据文件、直邮、

报纸、手册及实现按需出版。 同时，奥西的商业

服务能够管理全球各地的客户的整个文件流程。

奥西帮助您在打印和文件管理上实现“超越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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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o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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