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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欢迎使用佳印网

佳印网 http://www.joyinker.com 成立于2009年4月，是由福昕公司研发及运营，集名片自

助设计、印刷为一体的服务网站。通过整合福昕独具优势的PDF技术、网络技术及胶印技术，为

中小企业、广大个人用户提供自助名片设计、在线名片订购等服务，并借助长达二十五年的资深

印刷经验，为您提供度身定制的小批量、低成本、高品质印刷解决方案。

目前，我们拥有CELSIS大型滚筒电分机、日本网屏SCREEN全开菲林输出机、惠普对开

数码打样机、全计算机控制日本小森四色印刷机等国际先进印前和印刷设备，全方位保证印刷质

量，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国际最先进的印刷技术。

什么是佳印网

Foxit福昕软件，注册于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的福州软件园及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

公司定位于专业的电子文档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秉承“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的宗旨，凭借完全自有知识产权的PDF专利技术，向企业用户提供PDF从生成、编

辑、加工、搜索、显示、打印等一整套处理流程的解决方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面向全球市场的

基础软件开发商。 

我们来自

PDF文档格式能够保证图文内容精确无误地在各种平台上显现出来，并具备跨平台、跨媒体

的功能及效果，现已成为印刷业的关键技术。

佳印名片设计器运用福昕专利PDF技术，从设计到排版印刷，全程采用PDF格式，避免文件

格式转换过程中的信息丢失，达到远距离打样的效果。同时，丰富的设计功能、印后工艺让您瞬

间化身专业设计人员，随心所欲设计出自己满意的名片，比亲临传统印刷店更省时；透过完整的

PDF印刷前制作业流程，保证印刷内容准确完整，实现更高品质的印刷效果。

佳印网的pdf核心技术

佳印名片设计器，是一款专业、免费的名片设计软件，采用“所见即所得”的设计方式，简

单易用；支持横版、竖版两种名片类型，支持排版设计，色彩填充，图案填充等功能。

下载佳印名片设计器，无需安装，解压压缩包打开即可使用。上千个精美名片模板轻松应

用、随心编辑，设计出符合您个性的专属名片。您也可自行导入已有的名片模板，轻松上传，在

线下单，订购付款，佳印网将提供优质的印刷服务，并为您送货上门。

佳印名片设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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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版本升级，功能更新

“佳印名片设计器”新版本2.10编译号0510正式发布! 

 2.10版本增加7大全新功能及3大增强功能，令名片设计更得心应手，更富乐趣。

新增功能：

1.文本编排更智能 

新版本支持包含多对象文本、中日韩语系、智能字体匹配、字符属性设置等编辑功能，

让您尽情挥洒文字设计创意。 

2.曲线勾勒更精准 

通过支点与线段的拖动、伸缩，轻易地画出精确的曲线、编辑创造想要的图形，增添名

片的图形设计乐趣。 

3.颜色选取更直观

新版本增加模拟HSB颜色选择，选择标准颜色值、调整颜色值的饱和度和明度，即刻直

观显示出您所需要的颜色值。 

4.画库素材更丰富

通过“剪贴画”模块中预设的80个素材，选择应用您喜爱的剪贴画，使自己的名片设计

更加个性化与多样化，彰显您的专业形象。 

5.活动通知更迅捷

新版本增加了佳印网活动通知的可选择窗口，方便您第一时间了解佳印网的最新动态。 

6.尺寸设置更随心

预设名片尺寸时，随心选择多种尺寸标准，同时您也可自定义标准范围内的名片尺寸。 

7.操作界面更优化

新版本优化了操作界面，更多使用提示，使您更容易地完成名片自主设计。 

增强功能：

1.修复了提交设计时，将单面名片设计误判断为双面，从而导致价格计算错误的问题。 

2.名片的边缘裁切误差区域改用斜线提示，比旧版本更直观，同时避免留白。 

3.2.10版本中的“联系人”功能，更充分地支持中、日、韩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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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开佳印网页面www.joyinker.com，点击网页右上方的“马上下载设计器”按钮，免费下载最新版本      

佳印名片设计器。

第3章 
新手入门一点通

下载佳印名片设计器

点击

点击

2、或点击导航栏中的“下载软件”按钮，进入下载页面1

3、点击正上方的“马上下载”按钮，下载佳印名片设计器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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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佳印名片设计器

佳印名片设计器是一款绿色版名片设计软件，完全免费。无需任何安装步骤，只要轻松点击即可使用。

1、解压joyinker.zip压缩包，双击其中的JoyInker.exe文件，运行佳印名片设计器 

2、出现登陆界面

1、点击对话框右下角“注册新用户”按钮，出现佳印网注册页面

用户注册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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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写相应资料，立即注册成为佳印网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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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册完成，按提示开启注册信箱，点击确认邮件中的激活链接，即可完成账号开通

4、账号激活后，返回佳印设计器登陆框，输入注册电子邮件及新注册密码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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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现设计操作界面

界面介绍

佳印名片设计器的界面主要包括左侧侧边栏、菜单栏、导航栏、工具栏、设计区域、反面样式区域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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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左侧侧边栏

该区域位于界面左侧，包括最新模板、模板分类、曾用模板、联系人、剪贴画、收藏夹、草稿箱。

A

B

C

D

E

F

G

A.最新模版：实时浏览最新上线的模版，方便您第一时间应用。

B.模版分类：包含多种行业、风格，让您立刻找到最适合的模板。

C.曾用模板：记录使用过的所有模版，方便您查找记录。

D.联系人：分级管理群组和联系人，可快速应用进行大批量名片设计。

E.剪贴画：预设图库提供多达80款的各类剪贴画，让您设计更富新意 

F.收藏夹：收藏您喜爱的模板，应用时更方便更快速。

G.草稿箱：名片设计完成后点击“保存”就可以保存至草稿箱。

关于剪贴画

1、点击左侧侧边栏中的“剪贴画”选项

2、双击“预设”文件夹，出现剪贴画图库

3、双击满意的剪贴画选项，该剪贴画即可出现在设计区域并环绕黑色虚线边框，表示已被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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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鼠标移至上下角处，出现指示标识后，可拖动虚线边框，放大、缩小或者旋转剪贴画

将鼠标移至虚线两边边框处，出现指示标识后，上下拉动，即可斜切剪贴画。

拖动

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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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右键单击剪贴画，出现一级菜单，选取“解散图元”，待设计区域左下角的“图元”变

成“路径”，即可以点击工具栏中的           变化剪贴画颜色。

温馨提示：

并非所有剪贴画都可以改变颜色，仅限于能将“图元”变成“路径”的

剪贴画，如出现“渐变图元”等标识，则不可以变换颜色。

A B C D E F G H I J

2、菜单栏

菜单栏位于界面最上方，包括注册、更换用户、新建、导入、打开、保存、购物车、订单、设

置、帮助等多个功能。

A.注册：点击“注册”登入佳印网注册页面进行用户注册。

B.更换用户：在多个账户中进行切换，点击“更换用户”填写电子邮件和用户密码进行登录。

C.新建：新建名片模板。

D.导入：应用导入功能导入您已有的设计，简单五步就可完成名片设计。 

E.打开：点击“打开”进入草稿箱，打开您保存的名片设计。

F.保存：可选择“保存”或“另存为”。

G.购物车：点击“购物车”进入佳印网，在“我的购物车”页面查看您购买的产品。

H.订单：点击“订单”进入佳印网，在“我的订单”页面查看您的订单。

I.设置：该对话框可设定设计时的一些默认选项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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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套用新模版时保留所有修改：

前一模板中设置的，如字体、字号、字体颜色、粗体、斜体等字体信息在模版切换时，可选择

是否保留这些修改。选择“套用新模板时保留所有修改”即可保留字体信息的修改，若不选择

此项，则在模板切换时，仅保留用户自行添加的内容和修改的文本内容。

（2）选择模式：

接触模式——在选择对象时，鼠标不完全覆盖选取区域内对象也可以选择您要选取的对象。

包含模式——在选择对象时，只有鼠标完全覆盖选取区域内对象才可以选择您要选取的对象。

J.帮助：点击访问佳印网主页、帮助中心、价目表，还可通过QQ或MSN联系在线客服。

3、导航栏

导航栏位于菜单栏下方，包括搜索、设计、工艺、校验、提交4个选项。通过名片设计、印后工

艺设计、名片样稿校验、提交名片设计四个简单步骤，让您轻松上传、订购您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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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具栏

A  

E F G I

B  C D

4、设计区域

设计区域位于界面的中间部分，又分为工具栏和设计操作区域。

H

A.文本编辑工具                                 B.编辑自选图形                              C.填充色 

D. 线宽、线型                                   E.对齐                                            F.旋转                         

G.缩放工具                                       H.撤销                                            I.剪切    

J.复制                                               K.粘贴                                            L.删除

M.名片信息

  J   K    L  M

   新功能

贝塞尔曲线

   新功能

多行复杂文本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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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贝塞尔曲线

点击贝塞尔曲线描绘工具        ，在设计区域内按照您的要求进行描点。在描点同时按住鼠标进行

拖动，描点间的线段可以拖动为任意曲率的曲线，闭合区域后，就得到您所想要的图形。让您添加

图形更方便，更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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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标尺：在标尺上或设计区域内点击鼠标右键，可选择显示或隐藏标尺。当鼠标停留在标尺区域，

点击鼠标右键可设置标尺显示单位：点、英寸、毫米、厘米、派卡，默认单位为毫米。

B．参考线：在标尺上或设计区域内点击鼠标右键，可选择显示或隐藏参考线。当鼠标处于标尺上

时，点击右键还可选择清除当前页参考线或清除所有参考线。

C．裁切误差区：裁切误差区，即出血部分，属于设计、印刷时的必要损耗部分。裁切误差区以内的

部分是印刷成品的实际成像。点击鼠标右键可以选择显示或隐藏裁切误差区，裁切误差区很好地

避免了裁切上造成的不必要的失误。

（2）排版辅助工具

A  

B  

C

5、反面样式区域

反面样式区域位于界面最下方，显示名片反面缩略图供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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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缩略图可，即可在设计区域进行编排、设计名片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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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名片设计

1、进入设计界面

2、新建模版

（1）点击“新建”按钮，在新建向导框中，按行业分类选择模版并选择横板或

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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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击选定您满意的一张名片模板，点击“下一步”，

（3）填写公司名称、姓名等体现在名片正面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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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若此前您已进行过其他模板的操作，则在第（3）步点击“完成”后，不会直接跳转

到第（4）步，而是出现询问是否保存草稿的对话框，点击“是”，出现对话框，输

入要保存的文件名，点击确认。

（5）名片框架初步完成

（4）您在新建向导框中填写的相关信息，已应用至您所选择的名片模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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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添加/编辑文本

（1）单击所要编辑的文字，待文字出现虚线边框后，再次点击，当文字呈现灰色块，

即表示文字可被编辑。

（2）通过文本编辑工具。

（3）调整文本的字体、字号、字体颜色、粗体、斜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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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单行文本的排版中，新版本支持每个字显示不同的字体、字号、颜色等。

（5）输入您所需要的文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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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输入您所需要的文本信息

（7）选中您要移动的文本，按住鼠标并拖至相应的位置。

（8）佳印名片设计器支持多种对齐方式，水平左/右对齐、垂直顶/底对齐、水平/垂

直居中对齐、横向/纵向均匀间隔。选中需要对齐的对象，点击“对齐”，从

下拉框中选择您需要的对齐方式。

（9）选中您要旋转的对象，点击“旋转”即可实现对象的旋转，每点击一次旋转，

对象将会顺时针旋转9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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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点击放大          、 缩 小          工具，名片将会整体放大或缩小。 

整体放大 

整体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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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佳印名片设计器支持文本对象的剪切、复制、粘贴、删除的基本操作。 

选中您要复制的文本，点击工具栏中的复制按钮           ；或使用快捷键Ctrl + C；

或在点击鼠标右键的弹出框中选择复制；点击工具栏中的粘贴按钮         ；或使用快捷

键Ctrl + V；或在点击鼠标右键的弹出框中选择粘贴。

若使用工具栏中的粘贴按钮或使用快捷键进行粘贴，则粘贴的文本将会覆盖在原始

文本上，只需按住鼠标拖动文本至相应的位置即可。若是在点击鼠标右键的弹出框中选

择粘贴，只需在您要粘贴文本的位置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粘贴即可。剪切粘贴操作同上。

（12）点击工具栏上的“名片信息”按钮          ，可查看当前名片模板的关键字，并

可添 加任何您需要的名片信息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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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并保存名片后，打开草稿箱，把鼠标停留在对应名片上就可看到该

名片的关键字和名片描述。

（13）如果同一位置有多个对象，其中有一对象全部覆盖或部分覆盖另一对象时，

如“福昕软件”文本对象被“Foxit”覆盖，

选定“福昕软件”，点击鼠标右键选取一级菜单中的“排列”，并在“排列”的二级菜单

中选取“上移一层”；或选定“foxit”，点击鼠标右键选取一级菜单中的“排列”，并

在“排列”的二级菜单中选取“下移一层”，则“福昕软件”将会置于“foxit”上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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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添加/编辑图片

（1）添加图形：

使用工具栏中的图形工具                               ，可添加各种图形，如直

线、四方形、圆形、多边形等，添加图形时若按住Shift键可画垂直线、水平

线、45度方向直线、正方形、圆形等。同时使用工具栏中的填充色、描边色、

线宽、线型可以添加对图形的颜色、样式等进行设置。

（2）添加图像：

       点击工具栏上的“添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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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您喜欢的图片，打开后在弹出的图像裁剪对话框中,拖动裁剪线就可进行

图像裁剪。在对话框的底部会显示当前图像的像素，所有添加的图像的分辨率大于

300DPI，小于300的将影响印刷质量。

5、应用导入功能进行设计

应用导入功能，导入您已有的设计，支持PDF、GIF、BMP、JPG、TIFF、EXIF以

及PDF兼容的AI等多种格式。

（1）点击“导入”按钮，在弹出的“导入向导”中，点击“选择文件”按钮，选择一个文

件或图像作为名片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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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在“导入向导”中进行导入图片的位置调整及名片的尺寸选择。

（2）如不需要设计名片反面，点击“完成”即可。

（3）如需设计名片背面，则点击下一步，在弹出的“导入向导”中，点击“选

择文件”按钮，选择一个文件或图像作为名片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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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设置名片反面的图像位置

点击下一步，进行名片正反面的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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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级字体处理”选项

A、不勾取“高级字体处理”选项，则所有文字都将转为曲线。它是导入功能的默认

处理方式。这种方法能最精确的保持设计的原貌。在无需后续文字修改或无法找到适

当字体进行匹配时适用，但原始的文字排版信息将丢失。

B、勾取“高级字体处理”，点击“完成”，则所有文字替代为可编辑字体。由于当

前文档中可能包含的某些字体不适于做文字编辑。为了更好的进行文本修改,您可选择

喜欢的本地字体匹配编辑,并在未来的设计中建立文本与字体间新的依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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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与文字转为曲线不同的是，可编辑字体操作将保留原是的文字排版信息，但要求用户

具备一些简单的字体识别对应能力。 

                             点击确定，所导入的图像出现在佳印名片设计器上。

温馨提示：

（1）名片尺寸：佳印名片设计器导入已有设计时，可选择或自定义名片尺寸。自定义

名片尺寸时如果您输入的名片宽度/高度的数值不符合，系统将会提示您宽度/高度数值

必须介于某些值之间。

（2）导入选项：佳印名片设计器提供了四种缩放模式，分别是图像实际比例、与名片

宽度相适应、与名片高度相适应、与名片大小相适应。

（3）选择一个文件或图像作为名片的背面，点击“下一步”进入“导入选项”中的缩

放模式的选择。若无需设计名片的背面，则点击“跳过”至名片预览。 

（4）导入的名片正背面预览。名片预览时，若不选择“高级字体处理”直接点击“完

成”，则直接进行文字转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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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联系人应用

通过分级管理群组和联系人，编辑联系人信息，记录大量名片信息，应用至选

定  模板中，就可简单快速地进行大量的名片设计，减少了重复输入的烦恼。

（1）新建组：

新建组前，先选中要在其组别下新建的组。点击“联系人”选项。

选 中                           ，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新建组 ”或点击快捷按钮    

新建组，并进行新建组的重命名。

（2）新建联系人

         新建联系人前，选中要在其组别下新建联系人的组。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新

建联系人”或点击“新建联系人“按钮 ，在弹出的新建联系人对话框中

填写联系的相关信息，确定后就成功添加新的联系人。

（3）删除：选中您要删除的联系人，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删除”或点击“删除”按钮              。

（4）编辑：选中您要编辑的联系人信息，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编辑”或点击“编辑”按钮              。

（5）新建复本：新建复本的功能减少了相同文本重复输入的困扰。如同一公司同一部门的员工就可以共

享大部分的信息，这时可以选中需要做复本的联系人，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新建 复本”。在弹出的

编辑对话框中编辑不同的信息，确定后即可在同一组别下生成新的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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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应用至草稿：将联系人信息应用至您当前设计的名片草稿中。选择您要应用的联系人，点击鼠

标右键选择“应用至草稿”或点击“应用至草稿” 按钮。不同联系人可以应用同一个名

片模板，同一个联系人可套用多个名片模板。

（7）.可使用新增功能“多行复杂文本编辑”来进行调整版面。

          首先，用鼠标框选需要进行编辑的区域，目标文字周围出现黑色虚线边框。



34

（8）.新建名片草稿：将联系人信息应用至新的名片模板。选择您要应用的联系人，点击鼠标右

键选择“新建名片草稿”，在弹出的新建向导对话框中选择名片模板，同时可以进一步编

辑名片信息，确定后即可生成新的名片。

（7）.调整后形成最终名片设计稿。

          然后，点击工具栏中的多行复杂文本编辑按钮              ，出现“字符属性设置”对话框。在

该对话框内可以调节所选定的所有文本的字体、字符大小、字间距、行间距等，还支持左对齐、

右对齐、居中对齐及水平两端对齐等多种对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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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印后工艺

印后工艺是对印刷后的名片进行加工，使其获得最终所要求的形态和使用性能的生产技

术的总称。印后工艺的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名片品质。

佳印网提供烫金、烫银、局部上光、打凸、打凹、打孔、圆角、轧线等八种名片印后工

艺，通过佳印名片设计器进行印后工艺的设计，校验后上传订单就可生成印后工艺的订单。

单纯印刷 

使用工艺

烫银

打凹凸，

局部上光

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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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印网还提供铜版纸、莱卡纸、绅士纸、雅柔纸等多种纸质，配合名片印后工艺，让您的名

片凸显不凡气质。



37



38

1、基础设计

（1）在“印后工艺选择”下拉菜单中选择“基础设计”。

“ 撤 销 ”      与 “ 重 做 ”             即可撤销或重做名片的印后工艺的设计操作。

●“放大” 与“缩小” 即可实现名片的整体放大或缩小。

● 可使用鼠标右键菜单，提供丰富的印后工艺编辑功能。

●鼠标右键菜单中的“复制至...”，即可将当前选中的图文对象拷贝到相应工艺设计

中，并保留原始对象； 

（2）将“福昕软件”复制至局部上光，先选中“福昕软件”，点击“复制至局部上

光”或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复制至 局部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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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界面将跳至“局部上光”的设计界面，此时也可以添加其他局部上光的设计。

（3）“剪切至...”可将当前选中的图文对象移动到相应工艺设计中，原始对象将被删除；

将“市场服务”剪切至烫金，先选中“市场服务”，点击“剪切至 烫金”或点击鼠标

右键选择“剪切至 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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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界面将跳至“烫金”的设计界面，此时也可以添加其他烫金的设计。

（4）基础设计时，在烫金烫银、局部上光、打凹打凸五种工艺中，若一个图文对象要

实现其中两种以上的工艺，如“福昕软件”要实现打凸与局部上光两种工艺，请

先选中“福昕软件”，点击“复制至 打凸”跳转至打凸工艺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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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印后工艺选择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基础设计”回到基础设计的界面，再次选中“福

昕软件”;

点击“复制至 局部上光”。这样即可实现同一图文对象两种工艺的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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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工艺操作

（1）、烫金烫银

在“印后工艺选择”下拉菜单中选择“烫金”或者“烫银”。

①.添加烫金/烫银文本

在烫金/烫银工艺界面，可自行添加烫金/烫银的文本。点击“添加文

字”就可输入您要烫金/烫银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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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根据您的排版喜好，拖动到版面的任意位置。

②.自定义烫金/烫银区域

在烫金/烫银工艺界面，可自定义烫金/烫银的区域。点击工具栏中的图形

工具就可画出您需要的烫金/烫银区域。

根据不同的边框线型、线宽、区域填充就可设计不同的烫金/烫银区域。

灰色部分整区域烫金/烫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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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小贴示：

●既无描边色也无填充色的自定义区域表示这块区域无任何工艺的选择；

●单面中，请勿将烫金设计与同面的烫银设计重叠；

●单面中，所有烫金/烫银区域的外接矩形面积大于名片尺寸的1/3时，该工艺价格将

按满版计算，并转人工服务，双面工艺分别计算。

●具体价格请参阅附件《佳印网价目表》。

边框5.00点、线型为虚线的边框的烫金/烫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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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局部上光

①.在“印后工艺选择”下拉菜单中选择“局部上光”。

②在局部上光工艺的界面也可使用工具栏上的添加文字工具和图形工具，添加

局部上光文本和自定义局部上光区域，请参照烫金烫银工艺部分。

③小贴士：

●请勿将局部上光区域与双面的打凸、打凹设计重叠、

●有添加局部上光工艺的名片都是使用铜版纸覆哑膜。

●双面加工价格递增，具体价格请参阅附件《佳印网价目表》。

（3）、打凹、打凸

①.在“印后工艺选择”下拉菜单中选择“打凹”或“打凸”。

②.在打凹/打凸工艺的界面也可使用工具栏上的添加文字工具和图形工具，添加

打凹/打凸文本和自定义打凹/打凸区域，请参照烫金烫银工艺部分。

③.小贴士：

●请勿与双面的局部上光和打凸/打凹区域重叠；

●双面加工价格分别计算，具体价格请参阅附件《佳印网价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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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轧线

轧线是指利用钢线，通过压印，在印刷品上压出痕迹或留下供弯折的槽痕。轧线包

括折页线和撕页线，一般是水平线和垂直线。

①.在“印后工艺选择”下拉菜单中选择“轧线”。

②.点击工具栏中的“轧线”工具 ，并在轧线类型中选择“折页线”或“撕页

线”，您即可在名片上需要的位置添加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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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轧线工具的同时按住shift键，可画垂直线、水平线、45度方向直线。

③.小贴士

●如果轧线是斜线、曲线或者线条多于3条的，需要开刀版；

●轧线长度不可超过名片长度；

●具体价格请参阅附件《佳印网价目表》。

（5）、打圆角

           圆角是通过模具直接裁切的，是常用的美化名片整体视觉感的加工手法之一。

           目前佳印名片设计器提供的圆角直径有3mm、4mm、5mm、6mm、7mm。

①.在“印后工艺选择”下拉菜单中选择“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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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圆角半径选择”的下拉菜单中选择您需要的圆角直径，即可完成打圆角工艺。

（6）、打圆孔

①.在“印后工艺选择”下拉菜单中选择“打孔”。



49

②.点击工具栏中的“打孔”工具 并 在“圆孔直径选择”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圆孔

直径，您即可在名片上需要的位置添加圆孔。

③.小贴士：

●通的规格是每张名片最多只能打2个孔，若多于2个孔或圆角直径超出范围的，需

要开刀版。

●打圆孔离完成裁切线应在3mm以上。

●具体价格请参阅附件《佳印网价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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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反面工艺

①.佳印名片设计器支持对名片正面和反面进行印后工艺设计，只需点击设计

器底部的名片正反面的缩略图即可进行切换。

②.在某种印后工艺界面上添加的文本或图形区域，可复制至另一种印后工艺

中。例如在局部上光工艺中添加了一个局部上光文本和一个局部上光区域。



51

而打凸工艺中也需有相同的文本和区域，则通过鼠标右键复制文本和区

域，点击“印后工艺选择”下拉菜单选择“打凸”，在打凸工艺的界面的

名片区域内的相应位置上粘贴文本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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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校验

您可以通过校验功能预览名片正反面的设计，以及名片印后工艺的设计，在检查结果中将

会提示某些图像的颜色是否过深、过浅或分辨率是否过低等。

在页面右边的是Checkbox校验区

1、点击“印刷预览”中的各个工艺选项，可预览您之前选用的工艺及选定的工艺区域。

工艺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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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而勾选“检查结果”的两个选项“显示校验信息

对应位置提示框”、“显示边缘裁切误差区域”，就可以

在预览部分查看检查结果。

“检查结果注解”则是对您所检查结果的详细注解，

您可以根据所提示的内容进行相应的修改，以使您的名片

能获得最好的印刷质量。

3、完成所有检查后，勾选“我已确认”即可上传您的设计。

温馨提示：

在勾选“我已确认”前，请务必再次核实您输入的名片信息，确保准确性。佳印网后台将

根据您所提交的设计定稿进行印刷，后台对您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不负审核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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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提交 

1、点击提交，出现文件传输对话框

2、上传完成后，将会弹出佳印网账户管理页面

在这里您可以选择印刷属性，如纸张类别、印刷数量等，同时可以查看系统根

据您印刷属性的选择及印后工艺的设计计算出来的相应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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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订购流程

1、选择印刷属性

进入您的佳印网账户管理页面后，您可以选择印刷属性，如纸质类别、印刷数

量等，同时可以查看系统根据您印刷属性的选择及印后工艺的设计计算出来的相应

的价格。

2、加入购物车

（1）确认印刷属性后，点击“加入购物车”。



56

（2）在我的购物车中，可双击名片图示进行预览及最后确认；

（3）点击“编辑” 可重新选择名片的印刷属性，包括纸张类别和印刷数量；点

击“删除” 即可删 除购物 车中您要删除的产品。点击“支付所选”进入支

付购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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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配送方式

（1）选择邮寄方式页面，点击“添加收件人”后填写相应收件人的联系方式并提交。

（2）选择收件人后请选择配送方式，同时在备注信息框中可填写您关于配送的特别要求，如指

定特定时间配送以及本人不在的代收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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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择支付方式

（1）设置完毕后即可点击网站下方的“我要下订单”按钮。

（2）送货上门

在我们完善的运营模式下可确保您在预期时间内收到名片，一般而言，若您在每日19点之前

下订单，我们将在2-3天内发货。而依据不同的配送方式，将在1-5天内送达。即从下订单

那天算起，最快您可以在第2天拿到名片，最迟在第8天内拿到名片，通常，您会在第3天或

第4天拿到名片。偏远的地区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目前，我们主要支持物流快递配送方式，配送周期取决于您所在地区和您选择的配送方式。

1. 物流快递送货上门：通过快递公司并依您所在的城市在1到2天内将名片送货上门。

2. 特殊偏远地区则依各服务实际运送需求时间为准。

（3）进入支付购买的选择支付方式页面，佳印网现支持账户余额、网上支付、支付宝、银行转

账、邮政汇款五种支付方式。选择您要的支付方式，点击“我要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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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订单查询

付款完成后，即可在“我的订单”页面中查看您订单的相关信息，包括订单编号、订购

时间、金额、支付方式、配送方式、订单状态和审核状态。通过点击对应的订单编号可

以订单的详细信息。

6、名片管理

●“我的购物车”查看购物车中的产品；

●“我的订单”查看订单的相关信息；

●“上传名片记录”显示所有您上传的名片，点击“编辑” 并选择印刷属性后即可加

入购物车；

●“我的收藏夹”显示您收藏的所有名片模板。

7、账户管理

●“收件箱”，我们会把您订单的相关信息发送至您的邮箱，您也可以通过您的账户的

收件箱进行查看，如订单审核通过通知、名片印刷通知等；

●“余额管理”，在这里您可以查看您的余额以及您的充值记录，您也可以点击“我要

充值”继续充值；

●“配送管理”，可以修改或删除已有的联系人信息，以及添加新的联系人；

●“个人信息”中可以查看您的联系人信息，如您共有多少个联系组以及多少个联系

人，点击联系组即可查看组中相应的联系人及联系人的具体信息；

●“意见反馈”中点击“提交意见”即可以填写意见主题、意见内容，也可附上附件，

点击“提交”即可完成意见反馈；

●“修改注册信息”可编辑修改您的注册信息；

●“修改密码”可修改您的账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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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佳印精彩，加in我们

福昕软件（福州）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 福州市铜盘路软件大道89号D区23座

邮编： 350003

电话： 0591-88003261

传真： 0591-87883902

全国统一客服：400-692-9992

福昕软件（北京）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56号中海实业大厦9层

邮编： 100086

电话： 0086-010-82111557 82125923

传真： 0086-010-82128727

福昕软件（台湾）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士林區大東路92巷2號1F

邮编： 11162  

电话： 886-981-153-504

联系方式：

邮箱：joyinker@foxitsoftware.com

MSN: joyinker@foxitsoftware.com

QQ: 109835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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