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九越 PrintDeep VP 打印复印 

 

管理解决方案 

 

 

 

 

 

 
苏州工业园区九越科技有限公司 



 

九越 PrintDeep 打印监控软件 http://www.printdeep.com 

苏州工业园区九越科技有限公司 

————————————————————————————————————————————— 

苏州工业园区九越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printdeep.com 

Email：sale@jiuyuetech.com                电话：0512-67269180 
 - 2 - 

1 传统打印管理模式 ------------------------------------------------------------------------------- 4 

2 九越 PRINTDEEPVP 打印管理软件的功能特点 ----------------------------------------- 6 

3 九越 PRINTDEEPVP 打印管理软件的系统特性 ----------------------------------------- 8 

4 系统网络结构图 -------------------------------------------------------------------------------- 10 

4.1 传统打印网络结构图 ------------------------------------------------------------------------------------------ 10 

4.2 本系统网络结构图 ---------------------------------------------------------------------------------------------- 11 

5 基本打印管控方案 ----------------------------------------------------------------------------- 13 

5.1 用户的定义及导入 --------------------------------------------------------------------------------------------- 13 

5.2 打印机的监控 --------------------------------------------------------------------------------------------------- 14 

5.3 打印机状态的实时查询 --------------------------------------------------------------------------------------- 14 

5.4 打印内容的追溯和审计 --------------------------------------------------------------------------------------- 14 

5.5 打印限制条件的设定 ------------------------------------------------------------------------------------------ 15 

5.6 打印数据汇总和统计分析 ------------------------------------------------------------------------------------ 17 

6 云打印方案 -------------------------------------------------------------------------------------- 18 

7 网页提交打印方案 ----------------------------------------------------------------------------- 20 

8 人工审核方案 ----------------------------------------------------------------------------------- 21 

8.1 打印机的设定 --------------------------------------------------------------------------------------------------- 21 

8.2 审核管理员的设定 --------------------------------------------------------------------------------------------- 22 

8.3 人工审核过程 --------------------------------------------------------------------------------------------------- 23 

9 刷卡、漫游打印方案 -------------------------------------------------------------------------- 25 

9.1 刷卡器 ------------------------------------------------------------------------------------------------------------ 26 

9.2 刷卡漫游打印的设定 ------------------------------------------------------------------------------------------ 26 



 

九越 PrintDeep 打印监控软件 http://www.printdeep.com 

苏州工业园区九越科技有限公司 

————————————————————————————————————————————— 

苏州工业园区九越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printdeep.com 

Email：sale@jiuyuetech.com                电话：0512-67269180 
 - 3 - 

9.3 刷卡打印任务管理 --------------------------------------------------------------------------------------------- 28 

10 刷卡复印方案 ----------------------------------------------------------------------------------- 29 

10.1 刷卡复印的支持条件 ------------------------------------------------------------------------------------------ 29 

10.2 复印机专用刷卡器 --------------------------------------------------------------------------------------------- 30 

11 打印植入水印方案 ----------------------------------------------------------------------------- 32 

12 全文检索方案 ----------------------------------------------------------------------------------- 34 

13 打印省墨方案 ----------------------------------------------------------------------------------- 35 

  



 

九越 PrintDeep 打印监控软件 http://www.printdeep.com 

苏州工业园区九越科技有限公司 

————————————————————————————————————————————— 

苏州工业园区九越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printdeep.com 

Email：sale@jiuyuetech.com                电话：0512-67269180 
 - 4 - 

近年来，随着IT行业的急剧发展，给各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中对于日常行政管理、科研活动中涉及到的打印数量之大是非常惊人的。用户打印

不受控制，任何人连接到网络上就可以打印，打印了多少文档，打印什么内容，都没

有记录，这样就造成打印纸张浪费和机密信息的泄露；这种浪费是十分惊人的，机密

信息的泄露也会造成严重和后果。 

1 传统打印管理模式 

现在有部分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意识到打印过程中的浪费和安全问题，大多数企

事业单位采用传统的打印管理模式： 

1．限制打印纸张。打印机不放打印纸，需要的打印的人员需要去管理打印纸的

地方申请打印纸张。这样效率较低；而且无法禁止打印人员自带打印纸进行打印，耗

材的浪费无法禁止，耗材是支出成本最大的一块。 

2．专人管理打印机，需要打印的文件必须以邮件的方式发送到指定人员那里。

指定人员审查并进行打印。这样打印过程极其不方便，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很大。如负

责人不在，便不能进行打印。 

3．须用存储盘、邮件下载的方式将打印内容拷贝到打印点，进行打印，这样不

但需要打印人员提供存储介质，而且加大了病毒传播危险性，容易造成企事业单位网

内病毒泛滥，对打印的内容更不可控制。 

因此，传统的打印管理都没有很好的解决打印管理过程中的问题，包括打印内容

方面的管理上的问题，也没有利用现有的网络信息化资源，许多企事业单位已经开始

寻找新的打印管理模式。 

 

企业目前打印的状况：  

        (1) 打印复印没有监管，员工随意打印、浪费大、成本高  

        (2) 对各部门及员工的打印费用没有具体的统计  

        (3) 不知员工具体打印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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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打印机出的纸没人认领，也不知道是谁打的  

        (5) 自己打印出的文档会被别人看到  

        (6) 公司保密文档被打印，打印安全没有保证  

 

企业目前打印设备的状况：  

(1) 企业中打印机种类多：  

        不同品牌、不同型号、激光、喷墨、针式打印机应有尽有  

(2) 打印机运行状态不了解、打印机报警信息无法及时获取  

(3) 打印环境复杂：  

       Windows XP、2003、2008、Win7、Win8、Win10， 32、 64位系统。  

       打印驱动在各系统中兼容性较差，安装驱动的维护量较大  

(4) 打印机资源分配不均，有些打印机打印出现拥堵，有些打印机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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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九越 PrintDeepVP 打印管理软件的功能特点 

基于多年来在打印领域研发积累的丰富经验，九越科技推出了九越PrintDeepVP打印

管理软件（英文简称PrintDeep）。该系统具有功能强大、兼容广泛、架构优越、部署灵活，

成熟稳定、性价比高的特点。 

 

九越PrintDeepVP打印管理软件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彻底改善传统打印管理的问题： 

1. 便捷的权限管理。管理员能方便的进行用户管理。管理员可以查看本系统各种

信息，进行各种资源的分配和设定。 

2. 用户导入功能。管理员可以将现有域用户快速导入PrintDeep的系统中，方便用

户管理。登录到域中的计算机将自动登录到PrintDeep系统中，无需用户进行二

次登录。 在没有域的环境下，管理员可以通过文件的形式将自定义的用户、

部门及卡号导入。 

3. 准确的打印控制，灵活的认证和计费模式。该系统采用用户打印身份认证手段，

打印身份可以是域账号、服务器登录账号、机器名也可以自定义，可以做到准

确的打印控制；必须是身份认证通过的使用者才能进行打印。管理员可以指定

部门、组、用户所能使用的打印机，实现打印机的精准管理。支持OU以树形

的方式显示，并且以继承的方式管理；支持打印机分组管理，打印机可通过管

理员自由分组；支持用户分组管理，用户可通过管理员自由分组；可实现简单

计费、按面积计费或按照打印机、纸张大小、彩色黑白、单页双面分别计费，

更加合理的统计打印成本；支持按照年、季、月、周、日、固定值或不限设置

用户打印配额。 

4. 打印事宜的记录及打印文档的内容保存、审查。所有人员的打印内容都可以保

存在服务器上。精确的记录每次打印任务的相关信息，记录打印机、服务器、

文档名、用户名、打印页数、打印时间、纸张、色彩、打印产生的成本费用等。

管理员可以查看所有打印任务的打印内容，并能够准确判断是否违规、泄密或

者造成浪费。 

5. 打印计费。可实现简单计费、按面积计费或按照打印机、纸张大小、彩色黑白、

单页双面分别计费，更加合理的统计打印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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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属性识别。系统本身能自动识别打印的纸张型号（A3、A4）、自动识别打印内

容彩色和黑白，可以通过条件的设置强制打印黑白、方向及单双面。 

7. 打印内容保存。将每次打印任务的内容保存为XPS或PDF格式，确保证据确凿。 

可设定某些用户(如高层主管等)打印资料时不要保存打印内容。 

8. 打印机硬件状态监控。可针对网络打印机进行状态的监控、直接从打印机内部

芯片读取数据，详细了解目前打印机的状态。 

9. 人工审核。用户的打印文档可由专人审核方能打印，进一步提高打印安全性。 

支持多级权限、支持角色管理、支持域用户管理、支持二级审核、支持邮件提

醒、支持审核客户端弹出。 

10. 自助打印。用户打印后文档提交至打印服务器，打印机暂不出纸，再由用户登

录系统管理提交打印的文档。可以选择立刻打印或者删除文档。 

11. 刷卡打印，漫游打印。用户打印后去打印机旁边的刷卡器刷卡后才出纸，杜绝

打印机出纸泄密、杜绝纸张无人认领的情况。打印作业可通过用户刷卡选择在

不同位置的打印机打印，在当前打印机繁忙时用户可以选择有空闲的打印机打

印并且可以跨品牌跨型号打印输出。 

12. 刷卡复印。 给复印机配备专用的刷卡器，用户刷卡后解锁复印机才有权复印，

并且统计复印数量，复印完成后自动锁定复印机。 

13. 数据的汇总，统计分析。所有数据汇总到服务器上。从不同角度提供汇总统计、

明细统计、费用分析、任务分析，成本消耗的趋势等多种报表。 

14. 打印植入动态水印。管理员能方便设置各种水印模式（文字、图像、二维码）。

在打印时将水印自动添加到每个打印任务的纸媒体上，突出实效性、特殊性、

唯一性。 

15. 全文检索。可以从海量的打印文档中查找关键字；设定敏感字符，包含敏感字

符的文档不允许打印。 

16. 打印省墨。开启此功能的打印机会按照之前所调整的省墨比例来省墨。实现节

能打印，提倡环保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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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九越 PrintDeepVP 打印管理软件的系统特性 

1. 有效的制止浪费和机密信息泄露。  经九越科技用户的数据统计，九越

PrintDeepVP打印管理软件能有效降低打印成本30%以上。 

2. 兼容性好。兼容所有品牌的打印机，兼容所有应用程序进行打印。 

3. 适用多种环境。域环境下的共享打印，非域环境下采用云打印。云打印提供了

更加宽泛的使用环境，在云打印驱动里输入身份账号便可标识打印身份。 

4. 操作简单，不改变原有用户的打印习惯，使用者无需进行培训即可根据操作提

示自行完成打印。 

5. 使用方便。系统管理和报表查看全部使用WEB界面使用网络浏览器（例如：IE

等）进行操作，管理员可在任何计算机通过有效身份登录。 

6. 打印机的全面集中管理。如果使用多个网络打印机，用户的计算机不再需要安

装多个打印机驱动，只需要安装PrintDeep通用打印驱动。更换打印机的时候只

需更改九越打印服务器上的打印机驱动即可。用户可以实时获得所有可用打印

机的列表，集中方式管理更安全可靠。解决了由于操作系统和打印机驱动兼容

性，导致不能打印的问题。例如，许多旧型号的打印机驱动在vista64上无法正

常安装，导致打印机无法正常使用，通过使用九越PrintDeepVP打印管理软件，

将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7. 打印驱动安装更加简易。打印服务器上打印机被监控后，九越PrintDeepVP打

印管理软件的虚拟打印驱动PrintDeep XPS Printer直接被共享，每个用户只需要

将共享的虚拟打印机连接到本地，便可实现对PrintDeep通用打印机的安装。云

打印只需要安装文件一键安装即可。 

8. 无需安装客户端软件。客户端只安装虚拟打印驱动不安装客户端软件，无客户

端也无需维护；。 

9. 多打印机支持。一台打印服务器可以同时支持多个打印机，用户打印时可以选

择所需要使用的打印机。可以同时支持共享打印机及网络打印机。 

10. 云打印，构建企业云打印平台。打印机虚拟化，打印驱动统一化；各种类型打

印机都可以加入云端；无需共享打印，打印机也可轻松共享；打印作业通过云

端口轻松送入云端；云端口自定义，用户端可通过云端口自由切换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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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网页提交打印。通过登录网页提交文件的方式进行打印，可最大化兼容各种操

作系统的打印；支持手机端打印、支持iOS系统、安卓系统；支持MAC苹果系

统；支持Linux系统等一系列非Windows平台的打印；支持打印审核；支持刷卡、

漫游打印；支持doc、docx、xls、xlsx、ppt、pptx、PDF及图像文档的打印。 

12. 多语言支持。本软件提供多语言界面（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一键切换。 

13. 多数据库支持。本软件支持数据库Access、SQL Server、MySQL。 

14. 软件系统架构。本软件由4个系统服务构成：监控服务、辅助服务、数据服务、

Web服务。系统采用Windows原生程序，不依赖.net平台；采用独立的Web服务

器不依赖IIS；系统采用多节点分布式架构，负载均衡和集群，分表和数据缓存

等机制，保证了系统几乎无限的扩展性和良好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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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网络结构图 

4.1 传统打印网络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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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TCPIP 直连的网络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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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共享模式的网络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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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本系统网络结构图 

本系统完全架构在企事业单位现有的网络上，各模块间采用 TCP/IP 协议通信，无需

另外布线，无需额外的软硬件支持。 

采用服务器集中式管理，由以下模块组成： 

1．PrintDeepVP 打印服务器 

安装在一台专用服务器上，负责数据的存取和与各模块通信。  

2．PrintDeep 通用打印机(虚拟打印驱动) 

对于需要打印的用户，需要安装 PrintDeep 通用打印机在所使用的计算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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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模块的运行的软件环境如下： 

打印驱动客户端软件环境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 Windows Vista / Windows 7 / Windows 8 / Windows 10 / Windows 

2003 Server / Windows 2008 Server / Windows 2012 Server / Windows 2016 

Server 

网页提交打印：iOS / Android / Linux / MAC 等非 Windows平台 

浏览器 IE及各类浏览器 

打印服务器软件环境 

操作系统 Windows 7 / Windows 8 / Windows 10 

推荐：Windows 2008 R2 Server / Windows 2012 Server / Windows 2016 Server 

数据库 ACCESS / SQL Server /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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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本打印管控方案 

5.1 用户的定义及导入 

有域环境： 

与域控制器紧密结合，方便用户管理。登录到域中的计算机将自动登录到系统中，用

户无需进行二次登录。加入域的计算机之间相互访问是不受约束的，可以直接获取到服务

器的共享资源，这种方式适合“域”或“活动目录”的网络模式。这个域账号做为用户名，

由软件提供的“用户导入工具”将域账号一次性导入。 

在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都会采用“域”来管理本企业的计算机和用户，在客户机部署虚

拟打印机上会更加方便，域管理员可以通过域分发的方式将虚拟打印驱动分发到各个域计

算机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无域环境： 

（1）采用服务器本地账户的方式认定身份 

当企业没有“域”环境，可采用服务器本地账户的方式认定身份，也可采用计算机名

的方式认定身份。采用服务器本地账户需要在服务器建立新的登录用户和密码，在其它计

算机访问服务器时弹出的登录框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才能通过服务器的身份验证，这

样才能有权访问服务器共享的打印机。当有多个用户时,需要在服务器一一建立，每个用

户用不同的登录名访问服务器。可以使用软件提供的“用户导入工具”将服务器本地用户

一次性导入。 

（2）采用云打印方式自定义身份 

以上方式都需要事先在 Windows 系统下建立登录账号（“域”账号或服务器本地账号）

来做为用户名，其用户名依赖操作系统。在云打印的方式下可以自由定义用户及部门，云

打印机的首选项里输入用户名来标识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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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的用户和部门名称可按一定格式存为 txt 文档或 xls 文档由软件提供的“用户导

入工具”将按文件的方式一次性导入。 

采用云打印方式用户身份认定不依赖于 Windows 系统的登录账号，不采用共享打印

的方式，因此更灵活方便。在域环境下某些计算机在不登录域的情况下也可使用云打印，

在一些企业出于安全考虑封锁了共享文件端口时选择云打印也是更好的打印通道。 

5.2 打印机的监控 

网络中需要管理的打印机都必须在服务器中安装适配的打印驱动保证能在服务器

上正确的打印输出，这个是打印管控的前提。服务器上的打印机加入到监控列表后系

统会根据添加的打印机自动生成与之对应的镜像打印机（PrintDeep 通用驱动的虚拟

打印机），用户端通过连接共享的虚拟打印机打印即可。如果采用云打印还需要定义

云端口，用户端在安装云打印机时需要输入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云端口号 

5.3 打印机状态的实时查询 

本软件提供了针对网络打印机实时查询的功能，通过网络能实时查看到当前打印

机硬件的状态，卡纸、缺纸、开盖、断电等报警信息一目了然，方便 IT 人员及时处

理故障。还可以通过打印机芯片计数统计大致的了解耗材的使用量。 

5.4 打印内容的追溯和审计 

系统上所有人员的打印内容都保存在服务器上。系统可记录每次打印任务的相关信

息，包括：打印机、打印者、文档名、打印内容、打印页数、打印份数、打印时间、纸张

类型、色彩、打印产生的成本费用。拥有相关权限的用户可以通过查看打印任务的打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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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判断是否浪费、泄密及违规。  

 

 

 

 

 

 

 

5.5 打印限制条件的设定 

当用户打印后本软件将获取相关的打印信息呈现给管理者这只是监视的功能，企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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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会根据自身的管理需要对打印行为进行控制以达到“控”的要求，比如：下班时间不允

许打印、某些部门不允许打印彩色文档、不允许打印超过 100 页的文档等等。本软件提供

了多个层面多种条件的设定，精细化的实现对打印的控制。 

打印机层面：打印机与打印机组 

打印机与打印机组有相同的条件设置，如： 

     限制用户：加入限制列表的用户不允许打印 

     限制时间：某时间段不允许打印 

     文档类型限制：加入限制列表的文档不允许打印 

     页数限制：设定超过多少页的文档不允许打印 

     费用限制：设定超过多少金额的文档不允许打印 

     敏感关键字限制：文档含有敏感关键字的文档不允许打印 

     纸张类型限制：设定某些纸张不允许打印 

     色彩限制：强制打印黑白 

     方向限制：强制打印纵向 

     单双面限制：强制双向打印 

  打印机与打印机组的关系为继承关系，打印机默认都是“继承设置”，只需要设置

打印机组的限制条件，在其组下面的所有打印机都具有相同设置。如果某台打印机需要单

独设置只需要断开“继承设置”再单独设定即可。 

 

用户层面： 用户与用户组 

用户与用户组有相同的条件设置，如： 

     限制打印机：加入限制列表的打印机不允许打印 

     限制时间：某时间段不允许打印 

     文档类型限制：加入限制列表的文档不允许打印 

     页数限制：设定超过多少页的文档不允许打印 

     费用限制：设定超过多少金额的文档不允许打印 

     敏感关键字限制：文档含有敏感关键字的文档不允许打印 

     纸张类型限制：设定某些纸张不允许打印 

     色彩限制：强制打印黑白 

     方向限制：强制打印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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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双面限制：强制双向打印 

  用户与用户组的关系为继承关系，用户默认都是“继承设置”，只需要设置用户组

的限制条件，在其组下面的所有用户都具有相同设置。如果某个用户需要单独设置只需要

断开“继承设置”再单独设定即可。在导入域 OU 的树形结构下用户组之间也是继承关系，

在某个节点下设置需要断开“继承设置”再设置，那么这个节点下的所有用户组及用户都

会有相同的设定。这种继承关系非常实用，假如某个部门有 100 个用户都需要设定强制打

印黑白，如果用户单独设置就需要设定 100 次，用继承关系的方法只需要在本部门上设定

一次就解决了。 

 

5.6 打印数据汇总和统计分析 

系统将所有打印数据汇总到服务器上。可提供用户、部门、打印机、打印机组的汇总

统计和时间趋势分析，以及打印任务明细统计等几十种报表。在进行汇总统计和时间趋势

分析时，可以设置色彩(黑白、彩色)、图表数据类型(打印总页数、打印总任务数、打印成

本消耗)、时间段(本年、本月、本日、自定义时间段)条件进行查询。查询结果可以按柱状

图、饼状图、折线图以及时间趋势图进行显示，用户也可通过预览功能将查询结果打印或

者导出成文件(XLS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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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云打印方案 

在云打印时代，共享打印却仍然是企业内部（特别是大型企业）的主要打印方式，主

要原因在于其管理和部署方便。但 Windows 文件和打印共享服务 445 端口屡屡出现高危

安全漏洞。2018 年勒索病毒事件，成为共享打印的饱受的诟病，大量企业开始禁用 445

端口，打印又该何去何从...... 

 

除了安全原因，共享打印面临很多困难与挑战： 

 单点故障问题。共享服务器一旦奔溃，打印完全瘫痪。共享打印队列的高可用方案，

在 Windows Server 2012 机之后再无方案。 

 并发性能问题。共享打印协议并发的打印任务，都会在服务器打印队列里排队，一

个队列同时只能向打印机传输一个打印任务。因此，在高印量的环境里，共享会成

为整个系统的性能瓶颈。 

 共享打印的并发连接数，还受 Windows 服务器客户端连接数授权限制 

 SMB 协议不支持跨越 Internet 使用（因为运营商为了安全，也封闭了 445 端口），

也不支持除了 AD 之外的其他认证方式 

 

 

PrintDeep 云打印方案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云打印架构，构建企业云打印平台，提供了

丰富的可管理性，又弥补了共享打印的不足。 

云打印平台： 

1、打印机虚拟化，打印驱动统一化 

  2、各种类型打印机都可以加入云端 

  3、多线程并发，高吞吐量、可跨 Internet 使用 

  4、支持 Windows 服务器系统，也支持桌面系统，例如：Win 7/10 做为服务器 

  3、不需要共享，不需要 445 端口 

  4、打印作业通过云端口，轻松送入云端 

  5、云端口自定义，用户端可通过云端口自由切换打印机 

  6、设备和人员受控、监管、审计、刷卡、水印轻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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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打印机安装简单，Web 管理站点下载安装包一键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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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网页提交打印方案 

随着 IT 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已不满足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应用，虽然

Windows 扔是主要的工作系统，但一部分电脑已经转向了 Mac OS、Linux 等非

Windows 系统，在这种多系统下如何集中的管控打印，PrintDeep 提供了网页提交文

件的打印方案，用户通过登录 Web 个人页面上传所要打印的文件、设定打印参数、

提交给服务器打印。它是一种无驱动打印，在客户机无需安装任何打印驱动即可打印，

实现了最大的兼容性。 

 

 

 

 

 

 



 

九越 PrintDeep 打印监控软件 http://www.printdeep.com 

苏州工业园区九越科技有限公司 

————————————————————————————————————————————— 

苏州工业园区九越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printdeep.com 

Email：sale@jiuyuetech.com                电话：0512-67269180 
 - 21 - 

8 人工审核方案 

当企业中需要打印特殊的作业或者保密性强的文档需要专人审核后方可打印出纸；还

有一种需求为设定了某些打印条件，在不符合打印条件的作业进入审核流程。本软件就提

供了这样的审核流程： 

 

 

8.1 打印机的设定 

 

通过这样的设定后，用户打印后，作业会暂停在服务器上，等待审批管理员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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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享打印方式下，打印机的状态是这样的： 

 

云打印不会有“等待审核”的提示，它只是把打印作业送至服务器上。 

 

8.2 审核管理员的设定 

当企业人员构成较为复杂时，各个部门的打印文档密级都是不一样的，单个管理员的

审核是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多个管理员，需要多个管理权限，不同的管理员管理不同的分

组，在实际应用中部门领导审核本部门的打印作业是最常用的方法。步骤为先建立角色，

角色是管理范围的划分，如：管理哪些打印机、管理哪些部门、是否有高级审核权限等。

下一步为建立部门管理员，再为这个管理员分配这个角色。 部门管理员建好后通过系统

的登录就可以按角色的定义查看或审核相关的打印作业了。比如：研发部的管理员登录系

统后只能审核研发部的打印作业，其它部门是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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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人工审核过程 

 部门管理员登录 web 管理站点后系统后可以看到以下需要审核的作业，由于浏览器不

具备通知功能，本软件也提供了弹出式审核客户端，管理员登录后发现有作业需要审核

会自动弹出告知管理员尽快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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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点开内容后这样审核： 

 

 

审核完成后，同样能看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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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刷卡、漫游打印方案 

 在基础的集中打印平台管控中虽然实现了对打印流程的“监视”和“控制”，在多人

同时打印后需要在打印机上挑选自己打印的文件，但是这种情况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

比如拿错文件或者少拿了文件，员工看到了本不属于这个层级的相关资料。为了避免企业

打印中这样的资料泄漏我们引入了刷卡打印方案，即在打印后需要到打印机旁边的刷卡器

刷卡后才真正的打印输出。刷卡打印还可以避免因忘记取纸而造成的纸张浪费。 

采用刷卡打印后，企业的部署会更加简单方便，无论企业有多少台不同型号的打印机

在客户机只需要部署一台虚拟打印机（PrintDeep 通用驱动）即可，可以是共享打印机也

可以是云打印机。 

采用刷卡打印后，员工可以灵活的选择使用打印机，当某一台打印机打印繁忙时可以

选择空闲的打印机刷卡输出，即漫游打印。本软件提供的虚拟打印技术可以在跨品牌跨

型号的打印机之间刷卡漫游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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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刷卡器 

与软件配套的刷卡器是一种网络设备，具有网络参数设置功能，刷卡器与打印机之间

没有物理连接，只需要用网线接入网络放置在打印机的旁边即可。管理员需要为其分配

IP 地址以便和本地局域网通讯。当用户刷卡后刷卡器会将卡号等相关信息以网络包的形

式发送至服务器，服务器接收到网络包后会反馈一个信号给刷卡器，刷卡器接收到服务器

的反馈信号后会“嘀”响一声，表示刷卡器配置正确与软件成功通讯。 

 

 

刷卡器参数： 

 10/100M 以太网接口，支持自动极性转换（MDI/MDIX） 

 支持 TCP Server、TCP Client、UDP等网络协议。 

 支持局域网内多对一访问。 

 支持 internet、跨网段局域网传输。 

 支持命令驱动蜂鸣器。 

 刷卡间隔短，实时传输。 

 完全支持各系列 MIFARE卡及其兼容卡片。 

 有效距离 3cm以上 

 直流 5V供电，功耗少于 300MA 

 工作温度-15～75℃，储藏温度-25～85℃ 

 

9.2 刷卡漫游打印的设定 

当打印机加入监控列表，其属性“刷卡打印”打勾后，打印到此打印机的作业会

被服务器暂停下来，等待用户的刷卡输出，刷卡后此作业会被服务器转发到物理打印

机上即刻打印输出。其属性“漫游打印”打勾后这台打印机也加入漫游打印输出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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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在共享打印方式下，打印机的状态是这样的： 

 

云打印不会有“等待刷卡”的提示，它只是把打印作业送至服务器上。 

 

启用刷卡打印后还需要为每个用户绑定一个卡号，卡号为每张卡片的出厂 ID 号，卡

号的绑定可以先刷卡再点击“绑定卡号”按钮，也可以通过本软件提供的卡号导入功能一

次性的将卡号全部导入。 

刷卡打印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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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刷卡打印任务管理 

用户打印后，打印作业会在服务器上排队等待刷卡输出，A 用户在多次打印后在有效

时间内刷卡，本软件会将 A 用户的所有文档一次性输出。在打印顺序上与其它用户没有

前后之分，按“谁刷卡谁出纸”的原则。每个打印任务的有效时间默认为 8 小时，超过 8

小时没有刷卡的打印任务会被系统自动删除。删除后的打印任务也会在打印日志中呈现以

方便追溯。 

本软件提供“用户查询入口”，在域环境下，用户输入其域账号和域密码可登录 Web

个人系统可以查看到个人的打印历史记录，可以管理待刷卡的打印作业，将不刷卡的作业

删除掉。当然，在共享打印方式下将待刷卡的作业直接删除也是更方便的选择。在非域环

境下需要管理员开启个人的“用户查询”功能，才有权限登录个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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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刷卡复印方案 

随着办公设备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打印复印一体机更多的应用在了企业当中，随之而来

的无序复印随意复印的现象不断发生，由于复印没有监管纸张和碳粉的消耗不降反升，针

对这种情况我们软件提供了刷卡复印的解决方案。 

由于复印机是一个独立的设备，按下“复印”按钮复印机就会工作，因此须将复印机

设置为锁定状态，再配合我方提供的针对品牌型号的专用刷卡器，用户刷卡后与软件做认

证识别通过后再解锁复印机，机器解锁后用户可随意复印，复印完成后机器会自动锁定并

将相关复印数据传入至软件中。 

 

 

10.1  刷卡复印的支持条件 

刷卡复印支持的复印机品牌： 

理光（Ricoh）、 佳能（Canon）、 富士施乐（Fuji Xerox）、 

夏普（Sharp）、 柯尼卡美能达（Konica Minolta）、 京瓷（Kyoc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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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卡复印支持的机型为大型一体机，中小型一体机由于自身硬件并不带有复印管理功

能因此不支持刷卡复印（仅支持刷卡打印）。具体支持的型号可向我方技术人员询问。 

 

10.2  复印机专用刷卡器 

我方提供的复印刷卡器是根据每个品牌型号定制的专用刷卡器，品牌不同的复印机接

口也不相同，复印刷卡器有一个专用接口与复印机接口相连接，还有一个网络接口通过网

线接入网络。此刷卡器也是一个网络设备，有独立的 IP 地址及网络参数设置功能，带液

晶显示、带语音提示、同时支持 IC、ID、HID 卡，也同时支持刷卡打印和刷卡复印。 

复印机专用刷卡器通过和软件通讯，接收软件传来的指令，控制复印机的加锁与解锁，

在复印过程中记录复印的纸张大小和数量并在复印结束后将复印信息传回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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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打印植入水印方案 

在企业的打印过程中，常常发现打印机有一堆纸却无人认领，也不知道是谁打印

的，造成了纸张和耗材的浪费；在一些特殊或涉密的打印中需要对输出纸张强制标识

动态的信息方便检查或追溯，强调输出纸媒的实效性、特殊性和唯一性；还有一些应

用需要在输出的纸上强制添加一些定制化的 LOGO。针对这些需求我们提供了打印植

入水印的方案，水印的植入支持所有打印机，在水印功能设定好后任何的打印都会强

制添加 

 

水印分为文字水印和图像水印，其中文字水印可以是固定文字也可以是动态文字，

文字可以转为二维码显示，通过手机扫码查看。 

 

 水印的显示位置可以随意设置 

 纵向或横向打印时水印分别设置 

 支持水印文字的大小设置 

 支持水印透明度的设置 

 支持水印旋转角度的设置 

 动态添加时可选择用户名、打印机名、服务器名、计算机名、IP地址、文档名、打

印时间、GUID（全球唯一标识符） 

 支持多个水印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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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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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全文检索方案 

全文检索为打印文档内容的检索，在涉密的企业中需要对打印的内容进行检查，在带

有某些敏感关键字的文档是禁止打印的。每天打印的文档成百上千份，根据某些关键字如

何快速的找到这些文档。为了这些实际的需求我们提供了全文检索方案。 

 

 在打印条件限制项里输入关键字，在打印过程中软件会根据关键字审查所有的文字，

符合带有关键字的文档会拒绝打印。反之，还可以设置必须带有某些关键字才可以

打印。 

 通过输入关键字，点击“全文检索”从历史记录中查询符合的文档。 

 

 

 

 

 

 

 

 



 

九越 PrintDeep 打印监控软件 http://www.printdeep.com 

苏州工业园区九越科技有限公司 

————————————————————————————————————————————— 

苏州工业园区九越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printdeep.com 

Email：sale@jiuyuetech.com                电话：0512-67269180 
 - 35 - 

13 打印省墨方案 

在国家倡导节能减排的今天，我们也按国家的倡导推出了基于集中打印省墨的功

能，它的原理是在打印过程中减少墨水或碳粉的浓度来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打印省

墨功能设定后省墨是强制性的，凡是在添加省墨打印的打印机上都会有省墨的效果。 

在一些对印刷质量不是特别高的场合，如草稿的打印，开启省墨功能可延长耗材

的寿命。省墨值（1% ~ 80%）可随意调整。 

 

以下是省墨打印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