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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的合作夥伴

關於 AVA

AVA 軟件模組

配色與打樣

售後服務



  

  

  

 

關於 AVA



軟件模組

這款軟體可以讓用戶在沒有接受專業製版要求

此軟體的模塊包含了創作與重複軟體中的所有

之後可以繼續對單一的圖層進行編輯
快速分色軟體賦予了設計師自由嘗試和創建畫

對顯示器以及影印機(針對使用的不同類別的

軟件獨立模組 軟件獨立模組與添加模式獨立的軟件模組包含了創作與重複的模組

享受在畫稿即時重複的環境下進行設計與編
輯的工作，通過使用軟體中種類繁多的畫筆
，工具、濾鏡以及向量選擇，將樣稿在螢幕
中進行即時的重複循環的操作，用户可以將
創意的靈感轉化為實際的產品。 軟件可以
快速而精確地對設計畫稿進行各種類型的重
複循環的設置，重複後的效果可以一直顯示
在螢幕中，這樣就能很好地為設計師追求細
節的要求服務。 AVA 創作與重複軟件與其
他的應用軟件的強大兼容性，可以幫助用戶
輕鬆地導入文件的操作或者是掃瞄的照片和
其他的原創畫稿，使用 AVA 來簡單的實現
更多的創意。



軟件 的 的

為您提 所需的工具完成製版
要求的分色的工作

模
您的 產品以高色彩精確

的方式 在 上進行可
化的模

成的多 和提 設計 完整
的色彩管理

這 一款 您的設計和對色彩的 進行
可 化和 示的理 工具 您可以使用AVA
提 的 間 或創建您自 的圖 然
後 自 的設計 到它們上
用戶可以完 製 的創建 設計的
大 和 影的 在 要時 可以

易 重新調整您先前設計在 中的位
與AVA的顏色模塊的整合使用 可以

精確的色彩 配和高 的 能力 您可以
您的 戶對 們的 產品進行可 化

的

AVA 編 一款 能 大的工具 用來創建
多 或提 設計 包 模

和多種色彩通道設計 軟體模塊中包含了
的編 數 對編 和 機設 用

與AVA 色彩模塊整合 在編 的工作 中
確保精確的色彩 配 可以 用編

對經 進行配色 以及 機的設
該工具需要AVA 創作與重複或者快速分色的
模塊來 為一個基 工具

AVA 分色 一款高度專業 先行業的
軟體模塊 它也 對AVA快速分色軟體模塊
的 此軟體模塊 用戶提 了 大的專
色分色工具  使用  色彩

文件進行分色 設 精確 印 度的 能
以及製版分色的 工具 AVA 軟體與 

位 在 新的 上可以 分
用 前 的 體 量 您需要精

的設計與對 節的 重來使您的產品從
的 中 而 這款軟體 您的

軟件獨立模組與添加模式軟件獨立模組與添加模式 獨立的軟件模組的 包含 模組



配色與打樣
數位打樣

色彩校準 質量認證

生產色彩
這使用AVA數位打樣RIP或者進階的TIFF驅動
來驅動運行一系列的數位打印機，包括惠普
，愛普生，MIMAKI，羅蘭，安凱，武藤，MS
，LA MECCANICA，STORK，REGIANNI 
ROBUSTELLI，吉瑪，DGEN，以及其他的
一些品牌。AVA RIP 支持油墨線性化控制以及
專色模式，能夠使用特殊油墨，白色，金屬色
以及抑製劑色。

AVA色彩模塊所支持的顏色匹配的功能，通
過生產顏色的模組，可以從設計樣稿的數位
設計和生產環境延伸到傳統的大貨生產流程
。使用 AVA 先進的顏色引擎和定制套印的
建模科技，採集您大貨生產上使用的基材，
油墨以及打印流程的訊息。也為客戶提供
額外的技術支持，比如自定義的套印模式，
進階的DOT GAINS，油墨混合工具，色調
分佈的分析以及色彩數據庫。

AVA 軟體支持使用 XRITE i1(UV濾除)分光
光度計對噴墨打印機和顯示器進行校準工作。
而通過使用 iO XY TABLE 可以為用戶帶來更
為快速和精確的校準測量的數據。
AVA 也可以與DATACOLOR MICROFLASH
，XRITE SP，以及BARBIERI 這些不同類別
的分光光度計配合使用。

是針對數位影印生產的質量控制以及批號的
理想測量工具。同時也可以幫助到對多個色
彩使用者的管理和控制，特別是那些遠距離
的色彩使用者。使用網路來自動保存重要的
數據。





AVA 的培訓計劃針對進階與團隊培訓，會根
據使用者自身的需求和軟體知識水平來進行
調整從而提供一系列的綜合培訓。培訓的進
度會根據您的要求來定義，AVA的培訓人員
會確保您完全利用好每次的培訓課時，同時
幫助您將學到新的技能整合到您的日常工作
流程中去。

AVA 的CAD發展計劃會通過保證提供軟體
的保養維護以及提供定期的軟體升級，來保
護您的軟體免受折舊的影響。每一年，我們
將數以百計的與特定行業相關的新功能和客
戶的要求，與相關的第三方科技改進融入在
一起。發展計劃會給客戶提供無限制的支持
，而我們專業的技術支持團隊會提供第一時
間的答疑解釋。我們會通過電話，郵件以及
網路遠端控制的方法來提供協助。此外發展
計劃也會為我們的客戶確保購買軟體和培訓
的折扣。

AVA 客戶可以租賃或者購買軟體。租賃是一
個靈活，低成本的租用計劃，用戶還是可以
享受同樣的技術支持，產品保險以及產品的
發展計劃。購買計劃包含12個月的免費軟體
保險，技術支持和發展計劃。

售後服務
發展計畫培訓

投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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