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要

• 超级快速的动态数据格式化, 并可输出

多个AFP

• 为AFP提供了灵活、简单易用和功能强

大的功能接口

• 单一快速过程处理, 从原始数据或压缩

及加密数据直接格式化成 AFP, 大量减

少你的开发和运行时间和费用

• 专门为高速打印和彩色电子输出而设计,

一个在Windows和Linux上的理想AFP

开发平台

• 为彩色AFP提供了许多格式化的功能 ,

包括图像, 图形, 文本合成，条形码，索

引和AFP资源处理

• 让你能够绝对轻松驾驭功能强大的 AFP

MakeAFP Formatter

MakeAFP是专门为功能强大的

Advanced Function Presentation

(AFP)快速格式化而设计, 它超

级快速的格式化性能,使它成为

一个动态创建AFP文档的理想

解决方案, 从此你能够随需立

刻产生用于关键性任务的AFP

文档, 并以令人赞叹的超级速

度直接执行输入数据解压/解

密。

直接与AFP相结合

MakeAFP 提供了一个强大的 C

语言运行库。你所开发的应用

程序能够连接到 MakeAFP 动态

连 接 库 来 产 生 一 个 可 以 在

Windows 和 Linux 上直接运行

的执行模块。无需使用其他软

件, 你可一次性直接读取多个原

始数据文件或数据库数据并产

生多个 AFP输出文件。

MakeAFP让你从功能强大但内

部复杂的 AFP 中解放出来。

MakeAFP提供了一整套有效实

用的功能，从合成 AFP彩色文

本, 矢量图形, 图像, 条形码, 直

到AFP索引和 AFP资源，让你

绝对轻松地驾驭AFP功能。

超级性能

通过 MakeAFP，你现在能获得

超级快速
完美呈现 AFP



一个超级的 AFP格式化性能。

MakeAFP能够产生最有效和最

小的AFP 数据流。在最新的

Intel或 AMD兼容的服务器上，

你能以每分钟高达 360,000页

的格式化速度运行，从而让你

按需立刻产生AFP文件。

你能直接读取压缩和加密的原

始数据，极大地提高改善了数

据安全，处理时间和运行流

程。

美妙的彩色AFP
彩色AFP的应用已经在文档输

出领域中越来越重要，电子账

单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增长，驱

动着彩色AFP输出的需求，现

在MakeAFP让你能够立刻呈现

全彩色输出。

MakeAFP 让你产生全彩色的

AFP GOCA矢量图形, 其数据流

非常小并提供高质量打印和屏

幕显示，并能够被高质量地快

速转换至其他格式，比如AFP

转换至 PDF。

AFP 存档解决方案

MakeAFP让你能够容易地插入

检索标志到AFP输出文档，这

些检索标志能够被AFP阅读器

所使用，快速浏览AFP文档并

跳到特定的页组；这些检索标

志也能够被用于 AFP文档系

统，进行AFP 存档和检索。



全面支持 OpenType 字库

TrueType 和 OpenType 是当今

最普及的和占主导地位的字库

技术，成千上万种字体被开发

并跨平台兼容。

在 AFP 扩展体系中全面支持

TrueType 和 OpenType 开放字

库技术，能够给客户带来极大

的好处。在最新的AFP构架中

支持开放字库标准已是AFP策

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提

供了：

• 更多的字体选择，特别是

非拉丁字体。

• 通过Unicode的支持，实现

了一个真正全球化的多语

言文字呈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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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向跨平台使用单一开放

字库技术。

• 避免字库格式转换的版权

问题

MakeAFP 不仅让你非常容易地

使用传统的 AFP FOCA单字节 /

双字节点阵与矢量字库, 并可

以轻易地直接使用新一代的

OpenType和 TrueType 字库。

同时支持多种类型字库

对于在 AFP中采用传统 ASCII /

EBCDIC / DBCS-HOST / DBCS-

PC 编码的数据，你能够规定单

一或者多个 MakeAFP定义文件

来同时使用传统的 AFP 点阵与

矢量字库，以及新一代的开放

字库，不需进行任何 MakeAFP

程序修改，这让你能为各种类

型的打印机迅速格式化适当的

AFP数据流，无论是旧的还是

最新一代的 IPDS打印机。

支持多种类型条码

MakeAFP不仅支持AFP BCOCA

标准所定义的一维和二维条

码；还以AFP绘图方式支持50

多种流行的一维和二维条码，

这些绘图方式的条码能够被容

易转换，无论是打印还是显示

都呈现高精度和高质量。

新的USA 4-State 邮政条码也已

被MakeAFP以 AFP BCOCA和

AFP 绘图方式支持。

支持多种图像类型

通过MakeAFP，你能动态加入

AFP图像(比如AFP单色的FS11

图像, 或彩色的 FS42 和 FS45

图像) 在可变的位置；对于新

一代的 I PDS 打印机你能够

直接引用非 AFP格式的图像 (比

如 TIFF, JPEG, GIF 等) 。

全面支持 Unicode

Unicode 标准定义了一个全球

性的字符编码，来包括世界上

语言的所有字符。它包括了拼

音文字，比如拉丁文 , 也包括

了象形文字，比如中文，日文

和韩文。Unicode能够编码超过

一百万个字符。扩展了的 AFP

架构让 AFP应用程序可以直接

使用字体丰富的 OpenType和

TrueType 字库，并透过Unicode

实现多语言的AFP应用程序，支

持全球化商务需求。

通过MakeAFP,你能够直接把

TrueType / OpenType 字库作为

私有或共享的非AFP字库资源，

你能够直接转换传统编码至

Unicode UTF-8 或 UTF-16，并

在AFP中使用UTF-8或UTF-16编

码，从而跨平台呈现全球文字并

在新一代的IPDS打印机上高速打

印。



MakeAFP Formatter 一览表

字库支持

 支持 240 / 300 / 480 / 600 dpi ASCII / EBCDIC / DBCS-PC (BIG5, GBK, SJIS,
KSC) / DBCS-HOST AFP FOCA 点阵和矢量字库

 支持TrueType / TrueType Collection / OpenType 字库，用于新一代的 AFP打
印系统

图像和电子表格

 支持 AFP FS10 & FS11 单色和 FS42 & FS45 彩色图像

 允许改变单色 AFP 图像颜色

 支持非AFP 格式图像 (比如 EPS, GIF, JPEG, PDF, TIFF 等 )，用于新一代的

AFP打印系统

 动态纳入超过20种流行格式的图像, AFP图像和AFP图形

 动态直接引用AFP 电子表格(Overlay)，AFP图像(Page Segment)和非AFP格式

图像

矢量图形和绘图

 支持 AFP GOCA彩色矢量图形，快速产生彩色图形框、线、曲线、标志、椭

圆、弧、等等

 采用AFP GOCA矢量图形标准，支持一维和二维的商业柱壮图形和饼壮图形

 支持传统单色的固定或可变大小的线、框和 STANDARD, SCREEN, LED阴影

色彩管理

 可为 AFP 电子表格，页，线性和二维条码，彩色矢量图形和图像定义 AFP
CMR（色彩管理资源）和特定的颜色处理方式

 可为AFP电子表格，页, 彩色矢量图形和图像定义特定的色彩呈现

条码支持

 支持所有最新的 AFP BCOCA 标准所定义的线性和二维条码，包括新的USA
4-State 邮政条码

 以AFP绘图方式支持50多种流行的线性和二维条码，包括新的USA 4-State 邮

政条码


文字和段落

 快速调整文本字段，以左／中／右快速对齐数据

 将文本段落以左 / 中 / 右快速对齐，并可控制文本的色彩和下划线

 提供了容易使用和功能强大的绝对和相对的位置定位功能

 动态旋转文本 0, 90, 180, 270 度

资源, 索引，浏览

 支持在 AFP文档中嵌入 AFP 和非 AFP 格式资源, 或者输出一个独立的 AFP
资源文件

 能够在 AFP文档中插入检索标志并产生索引文件, 这些检索信息能够被 AFP
阅读器所使用，快速浏览 AFP文档；也能够被用于 AFP 存档和检索

 立即浏览已格式化的 AFP输出文件


数据处理

 支持各种数据输入，比如UTF-8, UTF-16, UTF-32, ASCII / EBCDIC/ DBCS-PC
(BIG5, GB18030, KSC, SJIS) / DBCS-HOST / DJDE 行式数据，分隔数据，

SAP RDI 数据，XML，关键字记录数据，直接访问数据库数据

 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转换和处理功能

格式化性能

 只需一次性的高速格式化，就能产生大标记分页的账单，比如 ”305 / 8000
页 ”

 直接输入加密压缩的数据文件，支持7Z, ZIP, RAR, CAB, ARJ, GZIP, BZIP2,
TAR, CPIO 等压缩格式

 只需单一过程处理, 就能从数据库，原始数据或加密压缩数据直接格式化成

多个 AFP文件

 全球最快的 AFP 格式化工具, 在最新的服务器上, 可达到每分钟高达

360,000 页 AFP输出

配置要求
 Windows 64-bit 平台

 Linux 64-bit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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