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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AFP直接轉換為電子郵件與 PDF附件 
 為AFP印表系統直接使用新一代TrueType
和OpenType字庫，提供快速創建或更新資

源獲取表(RAT) 
 從壓縮和加密的AFP文件中快速選取，分

割，重印和排序AFP頁面 
 直接提交压缩和加密的文件至 IBM Infoprint 

Manager 
 為AFP格式化，打印，保存，以及重新處理

提供自動化流程 
 快速轉換SCS、行式和文本數據至AFP或

PDF 
 直接遞交PC雙字節(GB18030, BIG5, KSC, 

SJIS) 數據至IBM Infoprint Manager  

MakeAFP Utilities and Transforms 

Advanced Function Presentation 

(AFP) 以它超強性能，穩定性以

及糾錯功能而成為高速印表的

開放工業標準。 

 

功能眾多的  MakeAFP 實用程

序，能讓你更靈活有效地優化

AFP生產環境，提高關鍵性高

速印表效率。  

 

快速的電子賬單 

通過電子郵件系統將賬單以電

子格式在線遞送，已經成為世

界上一個新的市場需求，它能 

為客戶和賬單服務部門帶來提

供許多好處，比如快速和可靠

的電子傳遞，高度加密，容易

存檔和檢索, 極大地降低運行

成本等。 

 

MakeAFP為AFP至電子郵件提

供了一個高性能的轉換器，可 

將索引了的AFP直接快速轉變

為電子郵件與PDF附件。 

 

支持新一代 OpenType字庫 
通過 MakeAFP FontRAT 實用程

序，TrueType / OpenType 字庫  

  

  

資源獲取表能被快速地創建及

更新，從而使字體類型豐富的 

TrueType / OpenType 字庫能夠

被直接用於新一代的  AFP 系

統。 

 

支持數據壓縮和加密 
MakeAFP 實用程式允許你對

WinZip、PKZIP兼容的AES128

位, 192位, 256位加密數據直接

進行解密 , 快速壓縮數據並以

AES-256位加密。 

 

MakeAFP重處理(選取，分割，

 



重打和排序)實用程式能夠直接 

從壓縮及加密的AFP文件中讀取

AFP數據流，另外增強的印表提

交工具允許你直接遞交一個壓

縮和加密的文件至IBM Infoprint 

Manager，極大地減少了硬盤存

儲空間，硬盤訪問存取和操作

處理流程，並極大地提高了數

據安全。 

 

提高 AFP 生产效率 
無論你是 AFP 新手還是專家， 

MakeAFP 實用程式讓你能夠從

容處理 AFP 作業，並提高你每

日關鍵性生產任務效率。  

 

大部分數據處理性AFP作業，比

如結單和帳單通常都非常大， 

單靠一套生產型印表機處理如

此大的作業通常會在印表服務

中心引起操作瓶頸問題。為了

平衡印表負荷，將這些大的作

業分割為容易管理的AFP小片段

文件，然後同時交給幾套生產

型印表機處理，能夠極大地改

善這種印表瓶頸和生產週期。

MakeAFP實用程式讓你能够按

文件頁數進行AFP分割，並以每

份郵件為界限進行控制。  

 

結單和賬單是公司機構傳遞信

息給客戶極為重要的媒體，每

一張都必須在創建，印表，傳

遞時保持高度的完整及準確性, 

但是印好的紙張可能被印後處

理或者封裝設備損壞，或被郵

遞系統丟失，重新印表總是一

個艱難的挑戰。  

現在採用MakeAFP實用程式，

你可以選取多個範圍的頁面，

或重印選定的頁面。 

 

由於印後處理，封裝設備與及

郵遞系統要求，大部分印表服

務中心需要將 AFP 頁面按照每

個客戶的頁數分開；大多數郵

政系統鼓勵或要求印表服務中

心將郵件按郵政編碼排序，從

而可以顯著地改善和優化郵政

日常運作，減少操作費用和提

高派送效率。現在 MakeAFP 排

序程式讓你可以獲得郵資回扣

並极大地提高處理效率。  

 

流程安全自動化 
通過功能強大多進程的實用程

式 AutoMakeAFP，一旦你的數

據文件或壓縮並加密的文件被

放到用戶指定的監控目錄，它

會自動分派到適當的程式，自

動進行 AFP 格式化，AFP 分割

排序，印表提交，輸入文件保

存或刪除處理。  

 

快速圖像轉換 
MakeAFP圖像實用程式可以快

速地將20多種流行的圖像格式

文件轉換為單色的AFP圖像，允

許用戶定義亮度，對比度，灰

度以及單彩色。 

 

更高打印性能和质量 
通过强大的 MakeAFP 實用程

式，你能立即用AFP矢量字庫或

新一代 OpenType / TrueType矢

量字庫替換你現有AFP所使用的 

 

 

陳舊 AFP 點陣字庫。矢量字庫

在新一代 IPDS 印表機上提供了

極佳性能和打印質量，而且所

生成的 AFP 數據流容易被瀏覽

和跨平台轉換到其它電子賬單

格式。  

 

高速數據轉換 
MakeAFP提供了一套數據轉換

器，OS/400 SCS數據流、行式

數據和文本數據能被快速轉換

至AFP或PDF格式。支持納入電

子表格/模板/圖像，PDF加密，

PDF子字庫嵌入以及AFP資源嵌

入。為你提供了一個安全可

靠、高效靈活的數據分發和呈

現環境。 

 

完善的亚洲东方语言支持 
MakeAFP為 IBM ACIF提供了一

套輸入數據用戶接口, 使你能夠

直接遞交ASCII/DBCS-PC(BIG5, 

SJIS, GB18030, KSC) 行式和文

本數據至 InfoPrint Manager或 

Content Manager OnDemand。 

 

MakeAFP也為 IBM ACIF提供了

一套泰文和越南文輸入數據用

戶接口，使你能夠進行泰文和

越南文自動合成打印，並自動

對齊泰文和越南文數據字段。 

 

 



 
MakeAFP Utilities and Transforms for Windows 一覽表 

快速轉換 AFP 至電子郵件 

 

− 將索引了的AFP以索引組為單位分割成電子郵件並以AFP或壓縮的AFP作為附件 

− 或者快速地將 AFP直接轉換成PDF附件 

− 從一個文本文件導入文本信息或從一個HTML文件導入HTML信息，包括所有相

關圖像和信息 
 

轉換 SCS 至行式數據、文
本數據、AFP 和 PDF 

 

− 與InfoPrint Manager for windows或MakeAFP LPD服務器緊密集成的SCS高速轉

換器，可從多個AS/400遠程打印隊列快速接收SCS數據流 

− 高速轉換SCS至PC行式數據、文本數據、AFP和PDF 

− 支持納入電子表格/模板/圖像，PDF加密，PDF子字庫嵌入以及AFP資源嵌入 
− 支持泰文和越南文自動合成打印，並自動對齊泰文和越南文數據字段 
 

轉換行式數據、文本數據至
AFP 和 PDF 

 

− 支持行式數據ASCII / EBCDIC ANSI / Machine CC (Carriage Control)和TRC 

(Table Reference Code)控制編碼 

− 高速轉換ASCII / EBCDIC、SBCD-PC / DBCS-PC、SBCS-HOST / DBCS-HOST

至AFP和PDF 

− 支持納入電子表格/模板/圖像，PDF加密，PDF子字庫嵌入以及AFP資源嵌入 

− 支持泰文和越南文自動合成打印，並自動對齊泰文和越南文數據字段 
 

快速創建 OpenType 字庫資
源獲取表 

 

− 為 TrueType / TrueType Collection / OpenType 字庫快速創建和更新RAT 

(Resource Access Table) 資源獲取表 

− 允許TrueType / TrueType Collection / OpenType字庫被AFP應用程序調用(比如

IBM  ACIF) 并在AFP中嵌入字庫 

− 允許 TrueType / TrueType Collection / OpenType 字庫被新一代的IPDS印表機獲

取，並保存在IPDS印表機內存，以獲得 佳處理性能 
 

增強的打印提交方式 

 

− 增強了IBM Infoprint Manager 打印提交命令，直接提交未壓縮文件，壓縮/加密

文件, 以及AES加密文件 (兼容 PKZIP 8.0 & WinZip 9.0 AES, or 或 7-ZIP AES) 到

IBM Infoprint Manager for AIX or Windows的邏輯印表機或實際印表機 

− 直接支持以7-ZIP, ARJ, BZIP2, CPIO, GZIP, TAR, ZIP 格式壓縮/加密的輸入文件 

− 能夠作為一個 IBM Infoprint Manager for Windows 转换器，直接接收壓縮/加密

了的印表作業 

− 能够指定Infoprint Manager Infoprint 服務器主機名或IP地址，因而能輕鬆提交印

表作業到一個指定的Infoprint Manager服務器 

− 提供了命令行方式以及圖形用户界面 
 

按郵件或頁碼範圍重印 

 

− 支持按AFP頁碼或分組範圍重印，允許多重頁碼範圍按隨機方式指定 

− 支持按郵件分組方式AFP重印，比如按照客戶賬號或郵件分組號 

− 可以從未索引或索引了的AFP文件或以ZIP格式壓縮/加密的AFP文件中直接搜索

AFP頁面 

− 提供了一個靈活的基準來搜索AFP文件，可以只搜索一個AFP 文件，或搜索具

有相同文件前綴的部分AFP文件，或搜索具有相同作業名的所有AFP文件 

− 提供了命令行方式以及圖形用户界面 
 

按郵件頁數排序  

 

− 支持按AFP郵件頁數進行排序 

− 可以從未索引或索引了的AFP文件或以ZIP格式壓縮/加密的AFP文件中直接進行

AFP排序 

− 提供了一個靈活的基準來進行AFP排序，可以只對一個AFP文件進行排序，或對

具有相同文件前綴的部分AFP文件進行排序，或對具有相同作業名的所有AFP文

件進行排序 

− 提供了命令行方式以及圖形用户界面 
 



按郵政編碼和郵件頁數排序 

 

− 支持按郵政編碼和郵件頁數進行排序 

− 可以從未索引或索引了的AFP文件或以ZIP格式壓縮/加密的AFP文件中直接進行

AFP排序 

− 提供了一個靈活的基準來進行AFP排序，可以只對一個AFP文件進行排序，或對

具有相同文件前綴的部分AFP文件進行排序，或對具有相同作業名的所有AFP文

件進行排序 

− 提供了命令行方式以及圖形用户界面 
 

AFP 文件分割 

 

− 支持按文件頁數進行AFP分割，並以每份郵件為界限進行控制 

− 可以從未索引或索引了的AFP文件或以ZIP格式壓縮/加密的AFP文件中直接進行

AFP分割 

− 提供了一個靈活的基準來進行AFP分割，可以只對一個AFP文件進行分割，或對

具有相同文件前綴的部分AFP文件進行分割，或對具有相同作業名的所有AFP文

件進行分割 

− 提供了命令行方式以及圖形用户界面 
 

提取 AFP 資源和非 AFP 資
源 

 

− 從帶有AFP資源的AFP文件中提取AFP資源 

− 從帶有非AFP資源的AFP文件裡提取非AFP資源(TrueType/OpenType字庫, JPEG, 

GIF, TIFF等圖像) 
 

提取 AFP 文檔或合併 AFP
文檔 

 

− 從帶有資源的AFP文件中提取AFP文檔部分 

− 將同一個作業的多個AFP文件合併到一個AFP文件 

− 能夠指定仍需要保留的資源類型 

− 支持從AFP文件或以ZIP格式壓縮 /加密的AFP文件中直接提取或合併AFP文件 

− 提供了命令行方式以及圖形用户界面 
 

用矢量字庫替換陳舊的點陣
字庫 

 

− 能夠用TrueType / OpenType矢量字庫替換陳舊的AFP點陣字庫 

− 能夠用AFP FOCA單字節/雙字節矢量字庫替換陳舊的AFP點陣字庫 

− 能夠將東亞傳統代碼進行相互轉換，或轉到Unicode UTF-16 

− 能夠將傳統的AFP泰文數據流進行轉變，以支持合成複雜的泰文標準 
 

安全的 AutoMakeAFP 處理 

流程 

 

− 以Windows Service多進程方式運行，時刻監視Windows文件系統的改變，或循

環間隔掃描文件目錄，以探獲輸入文件 

− 自動進行作業分派，AFP格式化，AFP數據流再處理(排序，分割，提取AFP文

檔和用矢量字庫取代陳舊的AFP點陣字庫)，印表提交，刪除或保存輸入文件 

− 直接處理以7-ZIP, ARJ, BZIP2, CPIO, GZIP, TAR, ZIP 格式壓縮/加密的輸入文

件 

− 按ZIP壓縮加密格式保存和壓縮未壓縮的輸入文件 

− 直接壓縮/加密AFP輸出文件 
 

快速圖像轉換 

 

− 將黑白AFP圖像轉換為單色AFP圖像 

− 高速轉換超過20多種流行圖像格式為單色AFP圖像，並定義亮度，對比度，轉

換限值，分辨率，伸縮度 
 

ACIF 輸入數據用戶接口 

 

− 讓 IBM Infoprint Manager 和 Content Manager OnDemand直接支持來自開放系

統的混合ASCII / DBCS-PC (BIG5, GB18030, KSC, SJIS) 行式數據和文本數據，

不需要進行任何從ASCII / DBCS-PC 至 EBCDIC / DBCS-HOST 的預先轉換 

− 以泰文合成方式進行泰文行式數據和文本數據印表，並自動對齊泰文數據字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