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erox® FreeFlow® Variable
Information Suite

以個人化的力量促進您的事業飛躍成長，並將生產力最大化。

Xerox® FreeFlow® Digital Workflow Collection 
FreeFlow® Variable Information Suite 產品型錄



2

在當今競爭劇烈的環境中，各家公司都轉向個人化溝通，以使每一個使用者得到專屬於
自己的訊息，提高客戶忠誠度，並擴展客戶基礎。若要完成這類高度需求、高度客製化
的作業，您需要能處理複雜作業的強大工具，而且不影響您的生產時程。

速度。彈性。效率。

您是否要：

• 列印數以百計或數十萬計的變動性資料
頁面

• 列印作業或建立PDF以供電子式檢視、
存檔和配送

• 從SAP® 環境中列印

• 快速、簡單地建立XML宣傳作業。不需要
程式設計經驗

傳送龐大的檔案到印表機不會浪費時間，
也不用在專屬的資料組合伺服器上投入大
量資金。

您擁有的是以簡單、高效率的方式， 
設計、合成和輸出高價值的少量或多量個人
化作業。

變動性資料工作並非棘手難事， 
而是會創造利潤

現在個人化文件的生產再也不必複雜、費時
或高成本。獲獎無數的Xerox® FreeFlow® 
Variable Information (VI) Suite提供速度
驚人的個人化列印平台——縮減文件設計、
檔案準備、組合和輸出上所耗費的時間。無
論您選擇書面或電子式、彩色或單色、張頁
式或連續供紙，只要使用Xerox® FreeFlow 
VI Suite，都能提高您整體工作的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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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彈性和速度；列印或以電子方式展示（ePresentment）；從SAP® 應用程式列
印；量產印表設備或辦公室印表機；建立PDF檔案或直接傳送到印表機；彩色或黑白；
張頁式或連續供紙；進階或基本的設計；初期或後期階段的編輯；數以百計或數十萬計
的列印成品或電子頁面。

會降低生產力的預先資料組合作業瓶頸，以及印表機速度下降的現象，現在已不復存在！

藉助於動態文件結構，以及整合外部PDF資源的能力，您將免除預先組合作業的時間、大型檔案的傳輸時間，還有RIP時間。生產完全個人化
的高吸引力成品只需要數分鐘，而非數小時。

小投資，無論您處於雲端環境或網路環境，FreeFlow® VI Suite都能在現有的基礎架構中順利運作，不需添購其他用戶端工作站或伺服器。
您可以擴展Adobe® InDesign®軟體的用途，充分發揮PDF檔案的完整功能，以建立變動性資料解決方案。使用VI Suite能為貴公司所有列
印引擎提供通用工作流程以削減成本，並藉個人化列印和電子文件增加收益。

最高彈性和速度，最少的投資。您的事
業即將飛躍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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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rox® FreeFlow® VI Suite提供您最開放的工作流程，您可決定每個作業最適合的
檔案格式以及印表機，精確交付客戶期望的產品。

您的變動性資料列印最佳選擇

Xerox® FreeFlow® VI Suite為PDF和
PDF/VT工作流程提供端對端支援，賦予
您更多的設計和輸出功能

• 解放PDF檔案的真正功能。將作業提交到
Adobe® PDF Print Engine® (APPE)，讓
您運用最新的PDF功能。 

• 色彩透明度支援。使用色彩透明度建立生
動而且有趣的輸出。現在列印的PDF檔案
能與設計師在螢幕上建立的內容匹配。

• 互動式PDF功能。併入個人化影片的書
籤、附註和至連結。

• 媒體和裝訂選項。在專業媒體上列印所選頁
面，在一般媒體上列印作業的其餘部份。 

• 併入外部PDF資源。將外部PDF資源和圖
形儲存在印表機，以產生較小的檔案、快
速的傳輸和更高的準確度。

• 校對功能。將PDF檔案匯出到印表機或螢
幕，以便校對。

• 從您的投資中獲得更多報酬。可在現有的
PostScript®印表機上啟用PDF列印功能。

VI Suite：PDF工作流程

PDF至任何印表機

VI設計工具 任何印表機

電子郵件和存檔

VI eCompose伺服器

FreeFlow 列印伺服器 
APPE 印表機
（已啟用VI Compose）

VI設計工具

VI設計工具

PDF/VT工作流程

PDF、PDF/VT工作流程

檢視和校對

所有APPE印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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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簡單的個人化文書，到含有數百變動元素的高度複雜設計，FreeFlow® VI Suite設
計工具都能為最具挑戰性的變數設計提供更多控制功能和選項。請選擇一項或兩項工
具以滿足您的需求。

用於建立創新且具影響力的個人化文件
的設計工具

FreeFlow® VI Design Express 

• 使用簡易。不需要指令碼或VIPP®

（變動資訊生產列印格式；Variable 
Information Production Printware）
的程式設計知識。

• Plug-in在Adobe® InDesign®當中，設計
師能快速建立範版，不需要額外訓練或整
合獨立工具。

• 以簡單的雙按動作就能插入變動式圖形，
加速個人化作業的設計進程。

• 支援作為變動性資源的PDF格式，為背景
影像、表單等等提供設計彈性。

• 為工作流程和輸出格式提供便利和彈性。
可選擇最能滿足您需求的選項：完整合成
的PDF；或避免預合成作業而直接以VI 
Compose列印。 

FreeFlow® VI Design Pro 

讓您直接運用強大的VIPP®語言，以便能在
互動式的開發環境中建立、檢視和編輯真正
可變的文件，您可以為更複雜的設計而輸入
複雜的指令。

• 可以獨立使用，或配合VI Design 
Express使用，在單純性、功能和控制之
間取得平衡。 

• 提供VIPP®代碼和WYSIWYG頁面的同時
顯示，以便以圖形方式檢視代碼將如何描
繪。

• 讓您為需要zip排序、QR codes®或條碼
的客戶增加複雜和獨特的指令。

• 包括以線上說明和強大的智慧型編輯器支
援您的設計師和程式設計師；其中包括指
令編輯器、關鍵字搜尋、尋找和取代選
項，以及具備媒體、檢視和頁面檢視選項
的GUI視窗。

FreeFlow® VI Suite設計工具提供您最大彈性以建立您的變動性文件

• 使用FreeFlow® VI Design Express或 
FreeFlow® VI Design Pro快速、簡單
地 建立以XML驅動的宣傳文件。直覺
化的使用者介面意味著經驗較少的設計
師也能建立採用XML資料的應用程式。 

• 增加PDF互動式功能（Interactive 
Features），例如個人化影片和網站
的附註、書籤和連結。

• 包含QR代碼和許多條碼——例如
UPC-A、UPC-E和Aztec 2-D——而
不需要任何印表機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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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專業影像處理文字（Xerox® 
Specialty Imaging Text）創造新
收益

Xerox® Specialty Imaging Text藉
著“「隱藏」”文字，以簡單、經濟
的方式增加吸睛效果和基本的防偽功
能。

使用Xerox® Specialty Imaging 
Text開拓新市場，提供新的高價
值、產生收益的各項應用——例如
考卷、書籍、字卡、活動通行證、腕
帶、合約、ID徽章等等。

FreeFlow® VI eCompose

具有能符合您需求的靈活性。FreeFlow® 
VI eCompose在SaaS（軟體作為服務；
Software as a Service）的環境或網路環
境中運作。在SaaS環境中，Web作業提交
服務（Web Job Submission Service）
介面能讓客戶連接主機的應用程式。如此
使得它適合資訊站（kiosk）工作類型的客
戶。或者在網路環境中，VI eCompose作
為一天24小時，一週7天不停運作的合成伺
服器，提供下列功能：

• 藉助於從完全相同的範版和資料簡易建立
PDF檔案的功能（單一流程具有兩個目的
地：列印和PDF），以支援電子式檢視。

• 支援PDF互動式功能和Adobe工作安全性
選項，為您與客戶建立一系列的選項。

• 允許作業提交客戶端整合到您的工作流
程中。

• 允許您將主要PDF分割為子PDF檔案，
以便移動到您流程中的下一個步驟，例如
CRM、Web應用程式，或存檔系統。

• 允許您將伺服器連結在一起，以共用單一
作業提交集區，或在相同硬體上執行多個
執行個體，以節省成本、獲得擴展性。 

FreeFlow® VI Compose 

速度驚人！革命性的軟體採用動態文件架構
（DDC），能以超高速度，就在印表機上
迅速組合頁面。

• 立即開始列印頁面——無論您的作業有10
項或一萬項記錄——因為無須合成、傳送
或RIP處理龐大檔案。

• 能在最後一分鐘變更範版或資料，而不影
響輸出或交付時間。

• 在您的印刷公司和組織內建立通用的可變
流程，允許您在接獲通知後，迅速在辦公
室、輕量生產、成批生產、單色、彩色、
切割紙張和連續供紙印表機之間快速移動
可變作業。

• 交付統計資訊，以供會計和作業完整性檢
查之用。

以Xerox® FreeFlow® VI Suite組合工具高速組合高利潤的變動性資料作業。精確符
合客戶的個人化、品質和周轉時間的需求—這些都能產生利潤。現在您只要一個簡單
的步驟，就能從SAP® 應用程式列印，或產生紙本輸出和電子派送的PDF檔案。

能更快完成作業的變數組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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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組合變動性資料已成為歷史Xerox® FreeFlow® VI Suite對您的工作最大影響之
一，就是檔案的縮小以及革命性的動態文件架構。

加速整個生產流程。 
更多的個人化工作，更多的收益

在傳統的變動性資料列印（VDP）工作流
程中，會建立設計範版，而且會組合每一
獨特頁面，然後檔案傳送到印表機，接受
RIP處理，最後列印。

請考慮一個20,000頁的作業。每一頁均
須單獨組合，所以一個小時多之後，就
有龐大的檔案要送到印表機，使您的網路
資源增加負荷。檔案傳送之後，還必須
處理和列印同樣龐大的檔案。當增加多
部伺服器以加速運作時，這可能非常耗
時、困難，而且成本高昂。使用Xerox® 
FreeFlow® VI Suite，只要將設計範版
和變動性資料傳送到印表機即可。PDF、
EPS、TIFF和JPEG對象等設計資源都緩存
在列印伺服器中（DFE）。您不需要為每
一作業重新傳送這些資料。更小的檔案與
更快的傳送速度，造就非凡的工作流程。

VI Compose能快速架構每一頁面，只需
要幾分鐘就能開始列印。在傳送到印表機
之前，不需要組合個別頁面。

20,000頁變動性資料作業範例

傳統的VDP工作流程

採用Xerox® FreeFlow® VI Compose的VDP工作流程

含預先組合資料的總計時間 = 90分鐘後將檔案傳送到列印引擎

不含預先組合資料的總計時間 = 4分鐘後將檔案傳送到列印引擎

一個列印工作節省86分鐘！

列印傳送以列印 快速組合 
資料和RIP處理

設計

設計

變動資料 
組合

20,000頁

1頁+資料 1頁+資料 1頁+資料

傳送以列印

20,000頁

RIP處理

20,000頁

列印

20,0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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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能獲得高額利潤的個人化和變動性資料。Xerox® FreeFlow® Variable 
Information Suite提供您文件個人化功能，毫不麻煩。無論是列印或電子派送，均
能高速即時生產複雜的變動性資料檔案，縮短在設計、管理、組合和列印上所花費
的時間，因而有更多時間拓展您的業務。

藉由變動性資料的列印和電子化解決方
案發現新的商機

更多選擇，更多機會

Xerox® FreeFlow® VI Design Express解決方案可快速便捷地創
建日常交易單據和帳單報表。Adobe® InDesign®及其相關的變動性
資料應用程式一直被視為最便捷的個性化製作工具。全新且功能更
強大的FreeFlow® VI Design Express帶給您前所未有的體驗！現
在，您可在FreeFlow® VI Design Express上實現一如既往簡單且
熟悉的InDesign操作，創建基礎商務交易單據及帳單報表。

• 匯入事先設定的交易資料 – 客戶可將交易資料匯入InDesign。
這是啟用基礎交易單據及帳單報表製作功能的第一步。

• 以資料為主的商務圖表 – 可編制InDesign程式，啟用動態圓形
圖、曲線圖和柱狀圖功能。這是製作交易單據的第二步。

• 支援動態表格 – 根據表格設計生成帳單內容。FreeFlow® VI 
Design Express的進階表格製作功能是實現日常交易憑證設計的
最後一步。

每次更新的Xerox® FreeFlow VI Design Express，可支援最新
的Adobe Creative Cloud® 工具套件功能及增強功能。

支援創建可填寫的PDF表格及PDF數位簽章功能，設計師可利用這
些欄位創建動態表格，並擷取由最終使用者輸入的資料。

網路作業提交服務（WJSS）支援HTTP通信機制，可在SaaS環境下
高速處理大量小尺寸作業。採用自助式服務設置，網路作業提交服務
可實現最快的交付週期。

最佳化首頁輸出時間（FCOT）提高了列印大型Xerox® VIPP®作業時
的整體生產效能。DFE可將大型作業“切割”，這意味著大型作業將
被動態分割為較小尺寸的作業 ，從而實現更快速的列印並確保印刷系
統在運行過程中保持穩定的生產效能。（僅適用於FreeFlow列印伺
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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