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perCut MF是一种强大的打印
管理解决方案，可以启用、跟踪、管
理和保护您的打印、复印和扫描。

面向客户的高级功能指南

全面了解和控制您的 
打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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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贵机构的规模如何，您使用哪种打
印机，或您的用户偏好什么样的操作系
统都无关紧要——PaperCut MF都可
以为您服务。这是因为我们采用了跨平
台、供应商中立的技术和设备支持，从
而提供有效的打印管理解决方案。

管理您的打印环境
基于网页的管理仪表板
PaperCut MF提供内置的基于浏览器的管理访问，可以从任
何网络位置进行访问，从而实现对每个用户和打印设备的
集中管理。

仪表板可以实时显示打印环境的易于阅读的单页视图，包
括系统活动、打印机出错通知、碳粉量、趋势信息和统计数
据——甚至环境影响。您可以指定自动配额，批量部署打印
队列，启用语言选项，并在接下来的页面中应用更多功能。

用户同步
PaperCut MF可以同步来自诸如Windows Active 
Directory、Google Cloud Directory、Azure Active 
Directory和LDAP等来源的用户和群组信息。这简化了系统
的管理，因为您无需另外管理一份用户和群组的数据库。

如果用户已添加到域中或从群组中删除，PaperCut会自动
同步此信息，而无需管理员的任何干预。不用担心：您可以
混合并匹配多个同步源，以获得最大的灵活性。

Print Deploy  
PaperCut的Print Deploy功能是一种创新的打印队列部署
工具，可让您自动在正确的位置获得正确的打印驱动程序
和正确的队列。

Print Deploy可以自动完成在接入网络的计算机上设置打
印队列和部署打印驱动程序这一耗时得令人沮丧的任务。
一旦用户离开某一站点，它将自动删除队列和驱动程序，因
此清理是轻而易举的。

使用Print Deploy，您可以：

 ▶ 通过大规模地轻松部署打印队列和驱动程序来节 
省您的时间

 ▶ 使用带或不带打印服务器的保护环境的工具来 
保持灵活性

 ▶ 使用自动打印配置减少支持请求，即使当最终用户在站
点间移动时也不用联系他们

 ▶ 无需仅仅为了打印需求而部署内部的Active 
Directory，省下大笔维护和支持费用。

 ▶ 通过有效的自动设置和打印，提高最终用户的效率

 ▶ Print Deploy来自有20年打印管理经验的组织， 
从而可以消除风险

移动打印和BYOD
您的团队希望使用他们最熟悉的设备——笔记本电
脑、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运行iOS、Android、Chrome 
OS、Microsoft Windows或macOS——而PaperCut通过其
BYOD(自带设备）功能支持所有这些设备。

 
Mobility Print是针对移动打印和BYOD推出的旗舰解决方
案，使数百万用户可以轻松地从他们的设备进行打印，并享
受来自任何应用程序的原生打印体验。它消除了在不同操
作系统、文件格式和品牌中工作时的复杂性。 

此外，网络打印选项使用户可以直接从浏览器轻松访问打
印Microsoft Office、PDF和图像文件，即使他们不在现场或
未连接到本地打印网络。将其与电子邮件打印结合使用，用
户可以选择通过电子邮件将任务发送到您创建的地址（例
如printme@organization.net），并且他们的文档将在您 
环境中的授权打印机上打印，这使访客打印像PaperCut一
样简单。

使用PaperCut MF，您可以：

   管理您的打印环境

 节省资金和保护地球环境

   保护您的打印

   与第三方系统集成

   管理3D打印和打印室

   授予用户权力

 数字化文件

Marketing Team - MEL

http://demo.papercut.com/admin?
https://www.papercut.com/tour/mobile-and-byod-printing/
https://www.papercut.com/tour/mobile-and-byod-printing/
https://www.papercut.com/tour/web-print/
https://www.papercut.com/tour/email-to-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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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您的打印 
端到端加密
PaperCut MF支持网络上的端到端加密。这不仅意味着打印
机的安全性，还意味着从用户的设备到打印服务器，从打印
服务器到打印机，从打印机到用户的手中都是安全的。他们
在每个阶段都受到保护，从“我想打印这个”到“我已经打印
好了，现在是时候喝杯咖啡了”。

用户验证
为避免混淆余额分配和文档处理，PaperCut MF要求用户使
用各种登录选项在MFD进行身份验证。输入具有相关密码
或pin码的唯一ID编号、用户名，扫描身份证或徽章，或与生
物识别硬件集成以获得最安全的识别级别。

卡号可以容易地从网络的用户目录或数据库（例如门禁控
制系统）中提取，或者用户可以在首次使用卡时自行关联。

水印和数字签名
水印自动为每个打印页面添加用户名、时间戳、数字签名或
其他元数据。这是一种改善贵机构中行为的奇妙机制——当
用户发现可以从打印的文件追溯到他们时，他们不太可能
让敏感文件出现在办公室周围。

Secure Print Release
Secure Print Release可提高文件安全性并减少浪费的未收
集打印任务。所有打印任务都处于保留状态，直到用户走到
多功能设备（MFD）前，登录并批准其通过审批。这可以避免
机密文件在用户可以使用MFD之前一直放在纸盒上，或者
用户忘记他已经按下了“打印”的情况。

Find-Me Printing
Find-Me Printing为已经安全的混合添加了便利，使用户 
无需选择他们希望将任务发送到哪台打印机。他们可以打
印到共享的Find-Me队列，然后只需走到他们喜欢的任何打
印机前，进行身份验证，并在严格的监督下安全地审批通 
过任务。

使用Find-Me Printing，您将：

 ▶ 减少IT管理员管理多个打印驱动程序和队列的需求

 ▶ 在繁忙的办公环境中减少高达20%的浪费

 ▶ 通过让用户轻松选择其他打印机，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
打印机出错时带来的不便

打印存档
打印存档使管理员能够浏览和查看在其环境中的打印活动
内容。除了PaperCut MF内置的强大跟踪和报告功能外，打
印存档还使管理员可以执行大范围的审计功能。

节省资金和保护环境
报告
PaperCut MF包括80多个一键式报表，可供在线查看、导出
或打印。这些报表的内容涉及所有方面，从详细的页面日志
到关于用户、部门、设备或环境影响的概述。

管理员还可以构建自定义报表，确保传递最合适的数据；所
有这些报表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定期发送给特定的人员，
不需要手动完成。  

打印策略
实施打印策略不仅仅是向人们发送包含要遵循的规则列表
的电子邮件；一种优秀的策略可以通过系统自动进行。进入
PaperCut MF。

打印策略让您可以基于用户、部门、班级或客户端跟踪和控
制打印和复印。可以从建议环境友好的打印选项开始轻松
做起，如双面打印或灰度打印，或添加严格的规则来限制行
为和减少浪费。

高级脚本
高级脚本可用于定义和微调您的打印和复印策略，并在贵
机构消除浪费和改变用户行为的过程中提供支持。 

使用高级脚本，您可以：

 ▶ 将大型任务发送给更高效的高容量打印机。

 ▶ 如果用户忘记选择双面打印或灰度打印，则显示 
弹出消息。

 ▶ 限制用户的功能（例如在下班后）

 ▶ 允许按预定时间进行免费打印（例如在上课时间期间） 

 ▶ 在非高峰时段提供折扣

 ▶ 等等…… 

成本回收 
除仅应用策略之外还想要更多的功能？在打印设置中指定
不同的成本，例如彩色或灰度、单面或双面以及打印机P或
打印机C。

用户付费打印
通过将额度应用于用户或群组账户来为用户或群组设置
配额。这可以是每学期，每季度，每月或每小时周期性的分
配——甚至可以实施“限期使用，过期作废”策略。

与许多第三方支付网关之一集成，例如PayPal、Authorize.
Net、RBS WorldPay和CyberSource，因此用户能够直接从
其银行向PaperCut帐户转账。 

或者用户可以使用预付卡/充值卡快速简便地获得打印额
度。批量创建并将其分发给不同的部门负责人，或在自动售
货机中提供。用户购买卡，将唯一代码输入PaperCut用户界
面，然后就可以开始打印啦！

客户账单
您的公司是否想要将打印成本计入客户或项目？PaperCut 
MF的客户账单可以轻松实现。每次启动任务时，选择适当
的账户，将从他们的余额扣除费用，使跟踪和开票简单而精
确。

为了更容易地进行，PaperCut集成了各种第三方法律和会
计系统，因此您甚至无需更改现有设置即可开始提供数据。

https://www.papercut.com/tour/watermark/
http://www.papercut.com/tour/secure-print-release/
https://www.papercut.com/tour/find-me-printing/
https://www.papercut.com/tour/print-archiving/
https://www.papercut.com/tour/reports/
https://www.papercut.com/tour/print-policies/
https://www.papercut.com/tour/advanced-scripting/
https://www.papercut.com/kb/Main/PrintCharging
https://www.papercut.com/kb/Main/PrintCharging
https://www.papercut.com/tour/print-quotas/
https://www.papercut.com/tour/top-up-cards/
https://www.papercut.com/tour/client-b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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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用户权力 
控制MFD
直接在MFD上监视和控制所有操作：打印、复印、 
扫描和传真。 

使用PaperCut MF，用户有权在设备上进行以下操作：

 ▶ 使用用户名和密码、PIN或刷卡进行身份验证

 ▶ 选择要审批通过或删除的特定任务

 ▶ 将任务分配到个人或共享账户

 ▶ 更改打印设置，包括彩色与黑白、单面与双面或复 
印数量

 ▶ 选择扫描目标，如电子邮件、文件夹、Google云端硬
盘、SharePoint Online等等

 ▶ 查看账户余额

 ▶ 选择设备显示的语言

而且由于PaperCut是供应商中立的，用户可以在MFD面板
上获得熟悉的体验——无论他们选择哪种打印机。

从电脑、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控制
最终用户可以访问一组网络工具来跟踪他们的活动，检查
或添加他们的账户余额，并在没有管理员帮助的情况下查
看以前的交易。在PaperCut的网页界面上进行交互时，用户
甚至有30种语言可供选择。想要在用户界面加上商标？没问
题！选择自定义颜色、徽标和消息，以帮助贵机构传递企业
精神。

用户客户端是一个弹出窗口，用户可以轻松查看其当前账
户余额，或将其打印任务分配到期望的个人或共享账户。它
还可以做更多工作来简化打印并帮助机构减少浪费，例如：

 ▶ 提供最终通知以确认将要打印的内容

 ▶ 显示系统消息，如低余额警告或打印策略提醒

 ▶ 用环境小工具向用户展示他们对地球环境的影响——
以树木，碳和能量为单位来衡量  管理3D打印和打印室

3D打印
管理3D打印环境？PaperCut MF为每个人精简了流程。对于
用户而言，PaperCut MF让他们能够提交完整的任务请求并
跟踪他们的进度。对于运营商？它为运营商提供可以了解他
们需要处理的订单，甚至与用户沟通的工具。它也让更多的
人使用你投入资金的所有那些优秀设备！

我们提供的不止3D打印这么简单。您可以设置数控机床、
激光切割机或您实验室提供的任何其他设备的服务。由于
PaperCut强大的功能，您还可以将用户的成本分配到其传
统的打印配额，并运行一致的报告。

打印室
通过跟踪和管理所有活动，PaperCut MF消除了令人讨厌的
打印室问题。不再容易丢失电子邮件和纸质表单，不再需要
跨多个部门收费和报价，也不再有挫败感。

从用户提交任务单，到打印室操作员查看、跟踪和完成项目
时，PaperCut的端到端工作流工具可以保持一切平稳有效
地进行。

使用PaperCut MF，您还可以获得相同的一致报告和成本分
配方便性。

与第三方系统集成
系统集成  
PaperCut拥有最大的第三方集成集合之一，可以在
PaperCut MF的额外支持下尽可能轻松地扩展您现有的业
务结构。

您可以连接到：

 ▶ 支付网关

 ▶ 会计系统

 ▶ 法律实践管理软件

 ▶ 联合办公管理软件

 ▶ 等等…… 

支付网关
PaperCut MF与领先的支付服务提供商如
PayPal、Authorize.Net、RBS WorldPay或CyberSource达
成良好的合作，通过信用卡实现实时在线支付。它还支持如
大学基金账户等封闭式或内部支付系统。

硬件网关可支持各种现金装载机、自助服务亭以及钞票
和硬币盒。有关硬件问题，请联系PaperCut的Authorized 
Solution Center(ASC）。

http://demo.papercut.com/admin?username=student
https://www.papercut.com/support/resources/manuals/ng-mf/clienttool/topics/user-client.html
https://www.papercut.com/tour/environmental-impact/
https://www.papercut.com/products/mf/job-ticketing/
https://www.papercut.com/products/mf/job-ticketing/
https://www.papercut.com/solutions/product-integrations/
https://www.papercut.com/tour/payment-gateways/
https://www.papercut.com/products/mf/buy/
https://www.papercut.com/products/mf/b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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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文件
创建智能，可搜索的文件 
通过应用扫描操作，用户只需点击几下即可将纸质文件转
换为卓越的数字文件。PaperCut的Integrated Scanning功
能使您能够按用户或群组设置扫描工作流程，并将其设置
和扫描目标实时跟踪到任何兼容的MFD。

使用OCR(光学字符识别），您可以将无限扫描转换为文本
可搜索和可编辑的智能文件，以便比以往更轻松地检索信
息。PaperCut MF的一键式OCR可立即用于各种工作场所，
根据贵机构的需要，您可以在云端或本地现场处理这些智
能文件。

扫描到电子邮件和文件夹
使用PaperCut MF，用户只要单击一下，就可以快速地将文
件直接扫描到他们的电子邮件账户，或扫描到预先配置的
个人文件夹和网络文件夹。文件将不再存储到一个杂乱无
序的“扫描文件”文件夹，导致用户浪费时间搜索文件。

扫描到云端储存
扫描到云端存储会读取您的扫描并将其发送到您选择的
云端存储服务，例如Google Drive、OneDrive、SharePoint 
Online、Dropbox和其他许多服务。管理员可以选择用户可
访问的目标，并能够审核所有操作。

但它安全吗？当然！所有扫描任务和数据都使用签名证书进
行加密，并通过HTTPS传输，遵循行业最佳安全实践。

通过一次性授权快速轻松地进行设置，扫描到云端存储需
要的支持最少，并为用户提供友好的点击即扫描的工作流
程。减少MFD的额外步骤意味着用户浪费更少的时间。

立即获取
客户、编码和一杯咖啡是我们的激情所在。这些激情
汇集在一起，使产品变得强大而简单——我们相信你
会喜欢的！

想要获得40天的免费试用，体验现场演示，获取报价
或下订单吗？请联系PaperCut的Authorized Solution 
Center（ASC），或发送电子邮件至sales@papercut.
com获取进一步帮助。sales@papercut.com for 
further assistance.

联系我们

sales@papercut.com 
papercut.com

https://www.papercut.com/tour/integrated-scanning/
https://www.papercut.com/tour/integrated-scanning/ocr/
https://www.papercut.com/tour/integrated-scanning/scan-to-cloud-stor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