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简便
卓越数字打印
Wasatch 是一款操作简便的高端软件。SoftRIP 设置简 单、工作
流程直观且打印控制功能强大，能够为您节省时 间和资金，同时生
成的优质的颜色。不管您的打印目标是什 么，都能够借助 SoftRIP
成功实现。

直接简便
您不用成为专家也可以做好打印工作。Wasatch 具备您需要的功能
和您喜爱的简便特性。
我们的数字工具包包含了重要的设置，您可以借此快速备好图像，方
便高效打印。您无需退出主屏幕，就可以对图像进行确定大小、裁
减、检查色域、倾斜等操作。采用如此方便的导航，谁需要地图呢？
SoftRIP 使您能够灵活地准备图像工作，既可以独立打印也可以作
为整个版面的内容打印。您可以借助自动智能排版功能在您的版面
中排列图像，并通过主队列管理器对所有图像进行跟踪。
有了 Wasatch，您的工作流程变得
真正畅通。

优质颜色
SoftRIP 是颜色专家选用最多的 RIP。通过采用 16 位颜色转换法
和我们专有的随机筛选TM 精确半色调法，Wasatch 可以获得优质
的颜色再现和完美平滑的梯度。有了 Wasatch，由于具有简便的即
插即用图像配置功能，新手可以像专家一样操作，而专家则可以获得
用来执行甚至是最复杂的颜色工作流程所需的工具。

激活您的工作流程
不管您的生产环境有多大或多复杂，SoftRIP 具有使您进行完整控
制的工作流程工具。SoftRIP 可以管理从单台打印机到复杂多台设
备生产工厂的任何打印环境。

节省时间和资金
SoftRIP 节省时间和纸张，回报快速。与喷墨打印机一起搭配的大
多数 RIP 只包括驱动打印机所需的基本功能。只有象 SoftRIP 这
样优质的 RIP 才能为您提供长期节省上千美元纸张所需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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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最简便的 RIP
有了 SoftRIP，您所需要的全部工具就是您的手指尖。使用数字工
具包准备好您要打印的图像，并使用简便的工作流程选项卡在生成
图像的过程中对其进行处理。保持在主屏幕上进行工作，交错式快
速选项卡可以提高您的生产力。采用 SoftRIP，甚至也可以快速地设
置打印机。挑选您的打印机、色彩文件和物理连接。在一分钟之内，
您已经准备好 RIP。

更多控制、更少工作
SoftRIP 可以方便管理任何打印环境。主队列管理器可以帮助您控
制打印生产工作流程中每项作业的实时状态。检查处理状态，在打
印单元中拖放各项作业，以及将图像传送到版面区域。采用队列管
理器，您可以跳过学习曲线直接操作，十分简便。

最密切配合

超级简便裁剪

节省最多纸张

节省最多时间

智能排版、节省巨大
不管您是在直接版面窗口中准备您的图像，或者保留单独作业日后
排列，您都可以使用 SoftRIP 的智能排版创建有效版面。组合 RIP
文件和新作业，甚至旋转预处理 RIP 图像以节省纸张，同时达到您
的特殊打印目标。最密切配合可以为您节省最多纸张，同时超级简便
裁剪可以为切纸机节省最多的裁剪时间。我们的最佳选择可以平衡
纸张和节省的时间，获得创新的旋转调整版面。

超越 RIP 工作站的功能
采用 Wasatch ImageNET®，您网络上的任何 PC、Mac 或 Unix 工
作站都可以快速便捷地连接到 RIP。通过从任何图形应用程序直
接打印或者简便的拖放操作，联网用户可以将作业提交到 RIP。另
外可以使用 Wasatch ImageNET® 和一般网络浏览软件检查作业状
态，管理队列以及执行自动文件准备功能，例如缩放、镜像和旋转。

分清您的颜色
采用 SoftRIP，可以让实现国际色彩联盟 (ICC) 颜色由困难变为容
易。主颜色转换屏能够处理色彩文件、半色调、校准状态等，向您显
示您的颜色从文件转换成打印页面的具体方式。颜色转换可以使您
方便访问 SoftRIP 的专业颜色工具，同时，当您更改选择时，交互
流程图会显示对您的整个颜色处理过程产生的影响。

PRECISION STOCHASTIC SCREENS
质量更好、速度更快
SoftRIP 可以形成完美平滑的梯度，没有阶梯状痕迹。采用业界首
次亮相的 16 位颜色管道和我们的随机筛选 (PSS) 精确半色调
法，Wasatch 成为生成优质图像的 RIP 领先者。另外，由于 PSS 基
于由 Wasatch 独家开发的有效算法，其速度比其他 RIP 方法快。

其他 RIP 软件

打印之前了解更多
Wasatch 的先进色域管理工具可以使您制定您知道可以满足的客户
预期，同时减少油墨和纸张浪费。只需点击颜色并调出 3D 色彩文
件浏览器，便可以通过您的输出设备和选择的纸张查看您在可用色
域中所标记的颜色。使用它其与客户交流颜色问题，并选择具备需
要色域特征的色彩文件。

匹配专色
BLUE
GREEN

WASATCH
GREEN

YELLOW
GREEN

YELLOW

YELLOW
ORANGE

WASATCH
ORANGE

RED
ORANGE

采用 SoftRIP，您可以获得任何 RIP 可以设置的最先进的专色特
性。使用 RGB、CMYK 或 L*A*B* 来指定色调或者采用手持式色度
计自动读取颜色样品，创建属于您自己的常用专色数据库。使用可
选颜色图集生成器让您的颜色和下一水平相匹配，确保每次颜色匹
配都和您需要的纸张完美结合。

适合每一专业等级的工具
Wasatch SoftRIP 使您获得了简便操作和复杂功能的完美组合。新用户可以在几分钟之内上手和
操作。打印专家将找到自己需要的精密控制和创新工具，实施甚至是最复杂的生产和颜色工作流
程，获得无可比拟的质量输出。不管您的打印目标是什么，都能够借助 SoftRIP 成功实现。

简便颜色工具，创建优质颜色

复杂颜色管理 适合高级用户

成千上万即插即用图像配置种类，创建优质颜色

RGB 和 CMYK 专业输入色彩文件能够生成更大的密度范围和更
明亮的颜色

使用简便颜色修正曲线进行调整，就像在标准设计应用程序中
调整一样
对目前色彩文件无法打印的颜色进行色域警告

新智能油墨仅限于用来使色域和油墨保持性能差的色彩文件纸
张获得最佳效果

在四种不同的颜色输入空间对颜色进行控制，获取在相同作业中
弹出并符合 SWOP 的颜色

随机筛选精确半色调法提供最高质量、平滑梯度和快速 RIP

主颜色转换流程图向用户显示其颜色如何从文件转移到打印页
面

观察支持 DCS2 的分色校样的套色打印

简便工作流程功能使您快速上手和操作

对白色油黑下垫、上衬和专色替换不提供颜色支持

同时支持四台打印机的超凡能力使得用户在管理各种生产环境
时应付自如

先进工作流程特性推动您的生产过程

Digital Tool Kit 将重要文件准备任务放在主屏幕上，因此您
可以快速准备 RIP
简便工作流程选择，可以独立或者作为整个版面的一部分处理
文件

16 位渲染可以再现颜色和最大程度的高分辨率输出
获取索引颜色和专色的先进工具，借助专色捕获技术对手持式
色度计读取的颜色进行打印

无限制的热文件夹允许从任何应用程序或平台直接打印
在具备基于热文件夹的缩放、镜像和旋转功能的任何工作站中自
动准备文件

Smart Nesting 自动创建节省纸张和时间的版面

Wasatch ImageNET™ 从联网 Mac、PC 或 Unix 工作站直接打
印

Master Queues Manager 实时跟踪您的生产状态

自动图像旋转排版增加 Smart Nesting 纸张节省

完成快速打印机的设置不要求具备以前的 RIP 经验

直接版面工作流程排版新图像和 RIP 作业

交互式实时预览和详细图像属性显示可以进行精确图像调整
真正裁剪功能 RIP 仅选择区域而不是整个页面，加快了处理速
度

倾斜功能方便打印尺寸过大的输出
存档功能可以使您保存打印队列中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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