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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版本的新功能

新功能 可用性

新的 AI 图像缩放*提供商 – Viesus JobFlow

JobFlow 工单改进 – 支持文件夹和通配符，设置不同的作业预设 JobFlow Base

覆盖输出模块的作业预设 JobFlow

在输出模块后添加一个连接模块 JobFlow

支持 Enfocus PitStop Pro 2022 Job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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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Flow 2.9（须安装 Command WorkStation 6.8.0.42 或更高版本）提供这些功能

* 需要购买订阅服务



新的 AI 图像缩放提供商

• 业内领先的全自动图像增强和
放大软件
– 对照片进行智能分析，以便执行所

需的增强步骤

– 检测并移除噪声和 JPEG 压缩伪影

– 使用超分辨率和人脸重建算法，获
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图像放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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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sus.com

http://www.viesus.com/
https://www.viesus.com/


新的 AI 图像缩放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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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Flow 中的 AI Image Scale 模块



• AI 图像缩放需要订阅 Viesus 服务
– 在 JobFlow 的“设定”→"服务"下，输入 API 密钥

• 定价
– 50 积分免费试用（最多 12 张图像）
– 在官方网站上注册（通过 JobFlow 内的链接）
– 90 美元/月 = 5000 积分

• 每次放大图像或移除伪影花费 4 积分
• 每次高端编辑花费 1 积分（增强色彩、人脸细节）
• 积分不能结转到下一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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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 AI 图像缩放提供商



在 Viesus Cloud 中实现结果可视化

• 在线登录 viesus.cloud，通过“前/后”滑块查看图像缩
放和增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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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sus 图像放大后结果
原始图像：16 x 11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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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isus

放大后图像：118 x 78 英寸

Photoshop

（放大查看细节）



JobFlow 工单改进
提交一个文件夹内的多个作业
• 新功能：设置一个文件夹作为作业来源

– 提交一个文件夹内的全部作业

• 新功能：支持通配符
– 使用通配符功能提交一个文件夹内的特定作业
– 如：指向文件夹位置，然后使用 *.pdf 来提交该文件夹内的所有

PDF。其他作业将被忽略。

为不同的作业设置不同的作业预设
• 使用 CSV 文件中的第 3 列分配一个 Fiery 作业预设
• 可以为每项作业设置不同的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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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夹

通配符

作业
预设



覆盖输出模块的作业服务器预设

• 使用连接模块来覆盖输出模
块中定义的作业服务器预设

– 允许用户有一个单一的工作
流程，但可以输出到不同的
承印材料、印后处理等。

• 减少复杂工作流程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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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此作业预设



在输出模块后添加一个连接模块

• 在作业发送至 Fiery 服务器后，
执行 Connect 模块来操作
Fiery 作业行为
– 复杂工作流程的理想之选

– 如：一个工作流程提交、处理及保留作
业，外加保存作业细节。
第二个工作流程将处理完成的作业释放
出来进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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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输出模块之后添加一个 Connect 模块来操作作业



支持 Enfocus PitStop Pro 2022

• Fiery JobFlow 支持 Enfocus PitStop Pro 
2022 最新版*

• PitStop Pro 2022 新功能：
– 支持 GWG 2022 规范
– 支持 PDF 2.0 和 PDF/x-6 预检
– 出血改进
– 以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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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访问 https://www.enfocus.com/en/pitstop-pro/new-features
*JobFlow 2.9 附带 PitStop Pro 2022；现有 JobFlow 用户可从 Enfocus 购买 PitStop Pro 2022 最新版

https://www.enfocus.com/en/pitstop-pro/new-features
https://www.enfocus.com/en/pitstop-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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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