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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说明 

1.1 系统要求 

操作系统：Win XP 及以上版本的Windows操作系统 

网络要求： 

计算机能够连接校园网，并且能够连接自助打印系统服务器。 

1.2 安装步骤 

1、在图书馆网站的实用工具下载板块下载自助打印系统（学生客户端）。 

2、运行安装软件，安装完成后，打印机和传真会多了一台设备，华光快达

自助打印机。 

 

3、修改打印机色彩属性默认值为“灰度级”。鼠标右键点击“华光快达自

助打印机”，点击“打印首选项”菜单。选择“图像品质”，“颜色选择”

中，选择“灰度级”，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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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系统启用了windows防火墙，或者其它防火墙软件，将打印系统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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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软件添加到windows防火墙系统的例外中，允许软件访问网络。或者

软件运行时在防火墙提示消息的时候，选择“解除阻止”。 

1.3 安装注意事项 

1、为了将打印文档上载服务器，需要首先运行本打印软件。然后才能通过

word 等具有打印功能的文档编辑软件，将打印文档上传服务器。 

2、基于上面原因，系统将本软件加入到了系统启动项中，如果安装了360安

全卫士或瑞星等监控注册表的软件，请注意，安装软件时允许本软件加入到

系统启动项。 

3、操作系统启动后，本软件会自动运行，在右下角的托盘中会显示一个打

印小图标，点击图标，可以显示客户端运行界面，鼠标右键点击点击图标，

可以显示操作菜单。 

 

2 学生客户端使用说明 

2.1 界面等使用说明 

1、界面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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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录服务器 

点击菜单：“文件”→“登录用户”，或者鼠标左键点击左边视图中的任意

节点，如果客户端没有登录，那么系统弹出“登录对话框”，输入广州大学

一卡通的“编号”和“密码”登录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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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看信息 

登录服务器后，点击左边视图的节点，可以查看本人的相关信息。包括：个

人信息；文档信息（待打印文档，已打印文档，扫描文档）；打印复印点；

打印费率；历史记录（复印文档记录，现金消费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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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软件换肤 

点击菜单“查看”→“更换皮肤”，可以更换自己喜欢的软件界面皮肤。 

5、退出用户 

由于打印文档前需要首先运行本软件才能将文档上传服务器，所以建议不要

关闭本软件，软件使用完毕后，可以点击菜单“文件”→“退出用户”，系

统将退出本次用户登录，恢复到未登录状态，软件自动最小化为windows桌

面右下角的小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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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闭软件 

关闭软件将关闭本软件，如果需要打印文档到服务器，首先请运行本软件。

点击菜单“文件”→“关闭软件”，弹出对话框，提示不要关闭软件。选择

“是”，关闭软件，选择“否”，退出用户登录，而不关闭软件。 

 

2.2 打印文档操作说明 

1、首先确认打印客户端软件已经运行。 

2、使用word，或者Adobe PDF 阅读软件，浏览器，photoshop 等各种支持

“打印”功能的软件，编辑好需要打印的文档。 

3、在文档编辑软件，点击“打印”，开始打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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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弹出“打印”对话框，选择“华光快达自助打印机”，点击“属性”按

钮，可以设置打印文档的属性。选择打印范围，打印份数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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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属性页中选择纸张大小，本系统当前仅支持“A3”和“A4” 

两种纸张大小。 

 

“布局”属性页中选择“单面”或者“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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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品质”属性页中选择“全彩”或者“灰度级”，灰度级即黑白打印。

请注意彩色和灰度级的选择，彩色打印将比黑白打印贵，一般使用黑白打印，

避免误打印彩色纸张，造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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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属性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 

 

5、点击“打印”对话框中的“确定”按钮开始打印文档，打印完成后，系

统自动将文档上传到服务器。如果客户端没有登录服务器，首先弹出“登录

对话框”，输入卡号和密码，登录服务器。系统提示上载成功。 

注意：打印文档必须按照顺序打印，确认一个文档已经成功打印，并且上载

了服务器之后，才能开始打印下一个文档，否则会覆盖前面的打印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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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待打印文档，已打印文档的管理 

打印文档成功上载后，点击软件左边视图的“待打印文档”，在右边视图中

列出刚刚上载的文档列表。 

右边文档列表中，点击鼠标右键，可以“取消打印任务”，“下载打印文档”，

“刷新显示”文档列表。 

 

点击“已打印文档”，可以看到已经打印过的文档列表，鼠标右键菜单中可

以下载文档，或者重新打印文档。 

7、到图书馆的打印机上，打印刚刚提交的文档。 

刷卡或者输入一卡通卡号和密码，登录系统，详细说明参考第三章，打印机

端界面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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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彩色多功能数码复合机： 

 

2.3 复印文档操作说明 

1、到图书馆的复印机，没有刷卡或输入一卡通卡号以及密码，复印机处于

锁定状态，无法使用，正常登陆后就切换到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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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补助余额和账户余额足够，那么打印机会启动复印操作界面，可以

开始复印，每复印一张，系统将扣除一张的钱。通过打印机操作界面，可以

看到打印复印扫描费率，以及本人的余额、已经消费的金额，操作的纸张数

目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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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扫描文档操作流程 

1、到图书馆的复印机，刷卡或输入一卡通卡号以及密码，点击“登录”。 

2、如果补助余额和账户余额足够，那么打印机会启动扫描操作界面，可以

开始扫描，每扫描一张，系统将扣除一张的钱。在复印机控制面板点选传真

/扫描→从注册目的地→常用→SMB扫描目录。 

 

3、扫描文档类型设置 

扫描支持pdf 格式，tiff 格式，支持分辨率等的设置。 

4、扫描文档下载 

到自己的电脑上，登录打印系统“学生客户端”，点击扫描文档，在右边视

图中，会列出已经上传的扫描文档，右键菜单，选择下载等操作。 

或者通过web客户端界面下载扫描文档。点击点击下载蓝色链接可以下载扫

描的文档，点击点击删除链接可以删除扫描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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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印机客户端使用说明 

1、操作界面示意图 

 

2、刷卡或者输入一卡通号码和密码登录系统。登录验证后，选择点击复印、

打印、扫描、图书缴费按钮进行相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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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复印和扫描操作，直接点击打印机控制面板的复印和扫描按键，进行复

印和扫描。复印机默认为自动彩色，如果不需要彩色复印，请修改颜色设置

为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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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自动彩色 

 

触摸黑色，再点［OK］。 

再次出现基本屏幕。 

4、点击打印按钮进入打印界面，选择要打印的文档，点击打印当前按钮，

打印选择的文档。 

前一个和后一个按钮，用于选择浏览所有打印文档。点击打印所有按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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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打印所有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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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所有业务完成后，系统在90秒后自动退出登录。为了避免账户被别人使

用造成损失，请再次刷卡退出系统，或者点击退出按钮退出系统，确认返回

到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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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扫描的文档可以通过学生客户端或者web学生客户端下载。 

7、用户密码和个人消费记录等信息可以通过学生客户端或者web 学生客户

端修改、查看。 

8、点击图书缴费按钮，进入图书缴费页面。系统列出欠费的所有条目。通

过打印机客户端的缴费界面，只能一次性全部缴费，不能分书目单独缴费。

如果余额不足将无法缴费。 

点击确定缴费完成缴费。缴费完成后借还书系统中就可以继续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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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借还书缴费系统使用说明 

1、输入卡号和密码，或者刷卡登录系统。 

2、点击全额缴费，将会把全部欠款从余额或补助金额中扣除。 

3、点击部分缴费，可以选择某本欠费书籍，单独缴费。 

4、缴费完成后，点击突出按钮，退出登录，或者再次刷卡退出登录。 

5 Web 学生客户端使用说明 

1、web 学生客户端界面示意图，可以通过图书馆网站的链接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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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输入用户学工号或者卡号以及密码登录系统。登录后可以查看个人信息。 

 

3、点击修改密码可以修改自助打印系统和机房管理系统中的用户登录密码。 

4、打印点和打印费率项目，可以查看所有打印点和打印费率的设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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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待打印文档，已打印文档，复印文档，可以查看操作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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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扫描文档项目，可以下载扫描的文档。 

 

7、打印消费项目，查看历史存款，消费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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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图书缴费，可以查看借还书欠费缴费情况记录。 

9、上机日志和上机存款可以查看在电子阅览室中的上机，上网的情况历史

记录。 

 

10、退出登录，退出web 管理界面。 

6 系统使用注意事项和常见问题 

一、注意事项 

1、打印文档之前，请确认学生客户端软件已经运行，否则文档无法上载。 

2、通过“开始”→“打印机和传真”→“华光快达自助打印机”→右键菜

单“打印首选项”→“图像品质”属性页→色彩属性设为“灰度级”。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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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打印机的色彩默认设置为“灰度级”，可以避免误打印彩色纸，造成不必

要的花费。 

3、打印文档按照顺序打印，确认前一个打印文档已经成功上传之后，才能

开始下一个文档的打印，否则后边的文档，会覆盖前面的文档。 

4、在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等公共机器上使用学生客户端，在下机的时候，请

选择“文件”→“退出用户”，退出自己的登录。避免被别人使用。 

5、“学生客户端”默认设置10分钟自动“退出用户”。 

6、每次使用学生客户端打印文档上传服务器时系统都会要求输入登录卡号

和密码，是为了防止在电子阅览室等公共场所打印时，前一个用户没有退出，

造成打印文档提交到其它用户帐号中。 

7、在打印机客户端操作完成后，不要忘记点击“退出用户”退出。避免账

户被别人使用造成损失。 

8、打印机客户端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默认90秒后自动“退出用户”。 

9、同一个用户不允许重复登录，如果已经在一台电脑登录，另外一台电脑

同名用户登录后，前一台电脑的登录将被自动退出。 

10、系统自动安装软件到 c:\kdwork 目录，不要手动更改该目录名称，否

则会造成软件运行不正常。 

11、如果操作系统中没有c 盘驱动器，那么安装将出错，请首先修改驱动器

盘符，建立c 盘后，再安装软件。 

二、常见问题 

1、安装完成后，学生客户端已经启动，选择“华光快达自助打印机”，打

印文档，不能自动上载服务器，学生客户端没有提示上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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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安装完成：可以重启一下电脑，再重新打印。 

以前使用正常：重启电脑后也不成功，可以卸载学生客户端软件，重新安装

软件。 

2、登录用户，提示用户名或者口令错? 

确认键盘大小写等，确认输入的用户名和口令正确。 

3、报“服务器连接不通”提示信息？ 

网络无法连接或者自助打印系统服务器服务没有启动，请首先确认网络连接

正常，或者联系管理员老师，确认打印服务已经启动。 

4、报“服务器连接已关闭，正在恢复连接”提示信息？ 

如果客户端已经成功登录服务器，运行中间服务器关闭，或者网络连接断开，

将会报上面提示信息。 

如果点击“取消”，软件退出用户登录。否则，系统自动连接服务器，在网

络连接后，或者服务启动后，系统会自动登录。 

7、提示“不能创建网络连接，登录不成功”? 

服务器地址设置错误，或者服务器机器没有启动。打开文件： 

C:\kdwork\serverset.ini，确认[Server]中IP 设置（服务器地址）是否正

确。 

三、关于存款，补助，余额等信息。 

目前需要到图书馆五楼电子阅览室充值，这些钱只能用于自助打印系统

和机房上机，以及借还书缴费，不能用于食堂就餐等消费。这个金额与一卡

通中的金额是没有关系的。 

打印补助是指对于需要免费打印的教职工给他们添加打印补助，以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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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不成功而扣费造成的损失可以通过打印补助进行补偿，打印或者借还书扣

费首先扣除打印补助的金额，如果打印补助金额为零，才会扣除实际金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