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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版本的新功能

新功能 可用性

AI Image Scale JobFlow

发送至下一个可用打印机 JobFlow

Pages 模块 JobFlow Base

定时发布作业 JobFlow Base

直接工作流程导入 JobFlow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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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功能可在 JobFlow 2.7 中使用，并且需要 Command WorkStation 6.5.0.475 或更新版本



AI Image Scale 模块
创建自动化工作流程，优质有效地放大图像
• 利用 Let’s Enhance AI 图像处理 API
• 提高图像分辨率和 DPI，以获得最佳宽幅和超宽幅

打印效果

– 相簿、画廊展览、广告牌、横幅、海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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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付费版本的 Fiery JobFlow
需要从 Let’s Enhance 购买 API 密钥
支持 Fiery XF 7.2 及更高版本

原始图像 Let’s Enhance

http://fiery.efi.com/jobflow/letsenhance/apikey


使用 Let’s Enhance 提高图像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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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图像 Let’s Enhance

没有 Let’s Enhance
• 低分辨率
• 模糊打印
• 较小的压缩文件

具有 Let’s Enhance
• 像素完美，打印更清晰
• 提高图像分辨率
• 恢复丢失的细节
• 移除压缩
• 减少噪点



使用 Let’s Enhance 提高图像分辨率

5

原始图像 Let’s Enhance

缩放结果 原始图像 已缩放图像

尺寸 12.42 x 8.28 厘米 99.44 x 66.32 厘米

图像大小 4.11 M 263.2 M

分辨率 300 ppi 300 ppi

屏幕上缩放 500% 62.5%

访问 letsenhance.io，亲自尝试。



Let’s Enhance 入门

访问 Let’s Enhance，创建帐户并请
求一个 API 密钥

• 利用免费试用计划试一试吧
– 30 亿像素

• 商业计划
– 每月支付 99 美元即可享受 750 亿像素*

6 * 价格可能会更改

fiery.efi.com/jobflow/letsenhance/apikey

http://fiery.efi.com/jobflow/letsenhance/apikey
http://fiery.efi.com/jobflow/letsenhance/apikey


AI Image Scale 规格

• 放大方法
– Photo：适用于照片图像（建筑、自然、人物等）

– Illustration：适用于数字艺术（插图、图形绘图、
绘画、卡通等）

• 支持 PNG、JPG、TIFF 输入格式

• 缩放图像大小，最大可达 30 亿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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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至下一个可用打印机

在工作流程中定义备用 Fiery 输出位置，以在打印机不可用时保持作业打印
• 当打印机处于以下状态时，重新路由作业以优化产能：

– 离线

– 墨粉用完

– 纸张用完

– 卡纸

8 需要付费版本的 Fiery JobFlow



Pages 模块

重新组织 PDF 页面以使长作业更
易于管理
• 通过以下方式拆分作业：

– 设置页数

– PDF 书签

– 页面范围

• 通过以下方式提取特定页面：
– 保留页面

– 移除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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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例
• 使用页面范围从长 PDF 中打印 8 页小册子
• 移除封页，仅打印正文页



定时发布作业

使用 Collect 模块根据时间发布作业

• 通过以下方式确保在当天的截止时间之前打印
作业：

– 当天时间

– 最长等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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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工作流程导入

将特定于服务器的工作流程直接导入到您
的库中
• 快速轻松地实现自动化并运行

• 接收有关新的或更新的工作流程的通知

• 根据连接的 Fiery 服务器导入相关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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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试用 JobFlow
可通过两种方式获取 30 天免费试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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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i.com/jobflow Command WorkStation 中的 Fiery 软件试用版

http://www.efi.com/job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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