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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Usage V4.0 快速配置手册 

1. 安装前环境准备 

操作系统：Windows 2003, Windows 2008, Windows 2008 R2, Windows 7, Windows 8。推荐

Windows 2008 或者 Windows 2008 R2。 

支持组件：.NET Framework 2.0, 3.5.1, 4.0。 

数据库：SQL SERVER 2000（SP4）以上版本。 

对安装人员要求：会安装 SQL SERVER 数据库。会使用 WINDOWS 2008 R2。 

2. 安装步骤索引 

本简明安装手册是假设用户只安装了一台 Windows 2008 R2 服务器。服务器上的组件都是默

认安装。我们在此基础上开始部署 PrintUsage 4.0。 

安装 Windows 2008 R2 支持组件； 

安装 SQL SERVER 2012 Express 数据库； 

安装 PrintUsage 4.0； 

配置 PrintUsage 4.0； 

配置 PrintUsage Universal Driver 实现漫游打印； 

配置 PrintUsage Universal Driver 实现定向打印； 

配置全局漫游分组； 

配置 PrintUsage 刷卡打印； 

配置 PrintUsage 人工审核； 

设置（添加）角色； 

设置（添加）管理员； 

设置用户提醒； 

设置计费； 

设置打印限制； 

 

3. 安装 Windows 2008 R2 支持组件 

需要的组件有如下几个： 

角色 Web 服务器(IIS) 

功能 LPR 端口监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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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 Framework 4.0 

 XPS 查看器 

 

上面几个组件，需要在 Windows 2008 R2 服务器管理器中安装。 

IIS 需要安装 ASP.NET,.NET 扩展，IIS 管理控制台，IIS 6 管理兼容性等等。 

4. 安装 SQL SERVER 2012 Express 数据库 

SQL SERVER 2012 Express 安装时需要采用 SQL SERVER 和 WINDOWS 混合认证方式。然

后按照默认安装即可。 

完成后，需要用 Sql Serv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工具，在 Sql Server Network Configuration

中找到对应的实例名，并启用 Named Pipes 和 TCP/IP，以便于能够远程连接。 

设置完成后，需要将对应的实例名服务重启生效。 

同时需要开启 Sql Server Browser 服务，这样其他计算机才能找到本机的数据库服务。 

 

5. 安装 PrintUsage 4.0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对应的安装程序。 

可以按照默认设置进行安装。但出现“配置向导”时，请选择“典型安装”。数据库选择

SQL SERVER，并按照上面的数据库作对应配置。然后测试连接。如果成功的话，软件将自

动创建 PrintUsage 数据库。 

6. 配置 PrintUsage 4.0 

6.1 一键安装 PrintUsage 通用驱动 

PrintUsage 安装完成后，默认会自动添加 3 台打印机。如果你的授权小于 3 台的话，请在插

入加密狗或者使用授权之前，将多余的打印机删除，否则将出现服务不能启动的情况。 

配置后需要安装 PrintUsage 虚拟打印机 PrintUsage Universal driver：详细步骤如下： 

a.) 双击 PrintUsageDrvInstall.exe 执行安装；点击“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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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提示 windows 认证警告， 点击“仍然继续”； 

 

 

c.) 点击“完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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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手工安装 PrintUsage 通用驱动 

与手工安装其他打印机驱动一样。 

在打印机任务中，添加打印机。 

创建一个本地端口（如：c:\PrinterPort\puudp.spl，注意这个 c:\PrinterPort 是一个 Everyone 完

全控制的文件夹。）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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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好端口后，下一步选择从(1)磁盘安装,(2)浏览文件夹找到相应的驱动，注意如果是 32

位操作系统，请选择 32bit 文件夹，如果是 64 位操作系统请选择 64bit。然后“确定”。 

 

继续“下一步”安装，如果已经安装过，如果使用的是新版本，请“替换现有驱动程序”。然后

继续。在“打印名”一栏中输入一个有意义的名称。接下来和其他打印机驱动一样安装即可。 

6.3 手工在 32 位操作系统添加 64 位驱动 

如果你的操作系统是 32 位的，那么对于 64 位操作系统的计算机要使用 64 位的驱动。

这个驱动需要手工添加到 32 位操作系统中。 

同样如果你的操作系统是 64 位的，那么也需要将对应的 32 位驱动添加到服务器上。两

者方法相同。这里只讲其中一种。 

如图： 

 

在第五步，选择从磁盘安装，然后找到 64 位目录。接下来的步骤和安装驱动一致，不

在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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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添加打印机 

如果默认安装时没有自动添加希望监控的打印机，请在“所有打印机”中添加打印机。详细添

加步骤参考 6.1.2； 

首次安装后需要手工添加打印服务器，添加步骤参考 6.1.1； 

6.4.1 添加打印服务器步骤 

a.) 展开“服务器组”——“所有服务器” ；点击“添加”按钮 ； 

 

 

 

b.) 点击“当前主控服务器” ，系统自动填入主机名；如果是其他服务器，需要填

写服务器的 HOSTNAME。可以在 DOS 命令下，使用 HOSTNAME 获取。如下图：该

计算机的 HOSTNAME 是 JOHN-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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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服务器 IP 地址 ； 

点击“下一步” ； 

 

 

c.) 勾选需要监控的打印机 ；点击“提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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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添加完成如图所示； 

 

6.4.2 添加新监控打印机 

a.) 点击“所有打印机” ，点击“添加” ； 

 

b.) 点击“搜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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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重复 6.1.1 步骤 c.) 进行添加即可； 

 

6.5 添加人员 

添加人员有几种方式： 

d.) 直接从 AD 中导入； 

e.) 从 Excel 文件中导入； 

f.) 从 TEXT 文件中导入； 

如果你想使用刷卡打印功能，由于卡号需要和人员信息绑定，为了输入方便，我们建议您将

卡号记录在 AD 中的某个属性中。或者将人员卡号记录在 Excel 文件中，然后批量导入到系

统中。 

6.6 基本功能测试 

一般来说对于基本的打印监控，只要添加了打印机和人员就可以监控了。使用需要监控的打

印机，打印一份《测试页》试试，看看在打印日志中是否有相关记录，并查看打印内容。 

7. 配置 PrintUsage Universal Driver 实现漫游打印 

通过使用 PUUDP 可以实现只需要一个驱动，完成不同品牌打印机之间的漫游功能。 

注意：这个功能不能使用真实打印机本身的全部功能，如：装订等。能实现的是单双面，

强制黑白，彩色黑白输出，自定义纸张等常用功能。 

图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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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打印机

共享出来的
虚拟打印机

用户计算机

实体打印机 1 实体打印机 2 实体打印机 3

PU通用驱动虚拟打印机

用户直接使用的是虚拟打印机

通过虚拟打印机可以在任意“跟随模式”下的打印机出纸

设置成

正常模式，

刷卡打印，

跟随打印

设置成

跟随模式，

刷卡打印，

跟随打印

 

 

7.1 找到第一台实体打印机 

点击“服务器组”——“所有打印机” ；点击需要跟随的第一台打印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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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设置第一台实体打印机 

监控模式选择“跟随打印模式” ；输入打印机的 IP 地址 ；输入绑定刷卡机地址 ；

勾选“刷卡打印” 和“跟随打印 ”；点击“保存” ；点击“确定” ； 



PrintUsage 迈捷打印监控系统 http://www.printusage.com 

华美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AMAX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c. 

第 14 页 共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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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配置后打印机状态可以连接并且运行状况良好，状态灯会显示绿色。 

 

 

7.3 找到第二台实体打印机 

打印机列表中找到该打印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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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设置第二台实体机打印机 

参照 4.2 设置第二台打印机，输入打印机的 IP 地址；输入绑定刷卡机地址；勾选“刷卡打

印”和“跟随打印”; 监控模式选择“跟随打印模式”；点击“保存”；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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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找到虚拟打印机 PrintUsage Universal Driver 

打印机列表中找到并点击 PrintUsage Universal Driver 打印机；  

 

 

7.6 设置虚拟打印机 PrintUsage Universal Driver 

勾选是否虚拟打印机 ；监控模式选择“正常模式” ；“打印机 IP”输入服务器 IP

地址 ；“绑定刷卡机地址”输入服务器 IP 地址 ；勾选“刷卡打印”和“跟随打印” 

；最后“保存”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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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设置需要跟随打印的用户组 

点击“用户组”——“所有用户组”；点击需要跟随打印的用户组； 

 

 

7.8 设置需要跟随打印的用户组 

刷卡打印选择“是”；跟随打印选择“是”；“保存”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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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检查虚拟打印机共享状态 

在服务器所有打印机中找到 PrintUsage Universal Driver 打印机；点击“右键”；选择“共

享”；确保已经共享此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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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客户机添加共享打印机 

客户机添加跟随打印机； 开始——运行：访问打印服务器 IP 地址；找到 PrintUsageUniversal

打印机，双击安装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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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即可在打印任务中选择该打印机。 

 

 

8. 配置PrintUsage Universal Driver 实现定向打印 

如果不要全局漫游打印或者刷卡打印。而是仅仅为了监控内容和实现内容检索功能，但

是实际打印机本身内容是 PU 在原始模式下无法解析的情况下，可以采用 PUUDP 实现定向

打印，从而实现全面的内容监控。 

注意：这个功能不能使用真实打印机本身的全部功能，如：装订等。能实现的是单双面，

强制黑白，彩色黑白输出，自定义纸张等常用功能。 

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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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打印机

共享出来的
虚拟打印机

用户计算机

实体打印机 
1

实体打印机 2 实体打印机 3

PU通用驱动虚拟打印机
对应于实体机3

用户直接使用的是虚拟打印机

设置成

虚拟驱动模式，

指向实体打印机

只需要安装驱动，

不用共享，不用添

加到PU中，不用

设置。

PU通用驱动虚拟打印机
对应于实体机2

PU通用驱动虚拟打印机
对应于实体机1

 

配置方式如下图： 

 

其他配置与相关应用相同。 

9. 配置全局漫游分组 

9.1 功能说明和分组图示 

为了圈定漫游出纸的范围，可以通过设置打印机组来实现。比如下图，公司有五台实体打印

机，其中 1F_A、1F_B、1F_C（可能这三台机器物理位置位于一楼）给一楼的用户使用，2F_A、

2F_B 给二楼的用户使用，针对这种漫游情况，我们把 1F 的打印机分配到一个打印机组 G1，

把 2F 的打印机分配到一个打印机组 G2，并且通用两个通用驱动 VPD1、VPD2 来指定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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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也就是说，1F 的用户在 VPD1 上打印的作业，只能在 1F 的三台机器上输出，2F 的

用户在 VPD2 上打印的作业，只能在 2F 的两台机器上输出。 

如图所示： 

 

 

9.2 添加打印机组 

点击添加，选择服务器组，并填写打印机组名。 

 

9.3 配置虚拟打印机对应分组 

分配该服务器下的打印机给该服务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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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配置后，1F、2F 打印机分组情况如下： 

 

9.4 分配打印机组给相应的虚拟打印机 

进入所有打印机页面，点击某个虚拟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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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是否是虚拟打印机；选择打印机组；其他设置与漫游打印一致，请参考第 7 章。 

对应组中的实体打印机配置，需要参考第 7 章“配置 PrintUsage Universal Driver 实现漫游打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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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完成配置 

完成配置后，用户在服务器上只能看到 PU_VPD1 和 PU_VPD2，通过 PU_VPD1 打印的作

业只能在 1F 三台机器上刷卡输出，但无法在 2F 两台机器上刷卡输出。 

 

10. 配置 PrintUsage 刷卡打印 

10.1 找到打印机 

点击“所有打印机” ，点击需要刷卡的打印机名称 ； 

 

10.2 配置打印机 

填入读卡器 IP 地址 ；勾选“刷卡打印”选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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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保存退出 

点击“保存” ，点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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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设置需要刷卡打印的用户组 

点击“所有用户组” ，点击需要刷卡的用户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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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设置用户组 

选择刷卡打印——“是” ；点击“保存” ；点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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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用户打印步骤 

用户打印后作业即会暂停； 

 

10.7 管理打印的文档 

同时用户可自行登录 PrintUsage 后管理暂停打印作业；点击“待打印任务” ； 

 

10.8 取消打印队列中的打印作业 

选择“刷卡打印” ；点击“搜索” ；勾选打印任务后可以点击“拒绝”取消打

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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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刷卡放行 

用户到读卡器处刷卡即可打印出文稿； 

10.10 用户忘带卡如何释放 

用户忘带卡可通知管理员进行手工释放； 

管理员登陆后点击“日志”——“已暂停任务” ；选择“刷卡打印” ；点击“搜

索” ；勾选打印任务 ；点击“允许” 即可； 

 

11. 配置 PrintUsage 人工审核 

11.1 找到需开启审核打印机 

点击“所有打印机” ——选择其中的一台打印机 ；点击需要人工审核的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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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手工审核” ；点击“保存” ，点击“确定” ； 

 

 



PrintUsage 迈捷打印监控系统 http://www.printusage.com 

华美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AMAX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c. 

第 35 页 共 55 页 

 

11.2 找到需人工审核用户组 

点击“用户组” ——“所有用户组” ；点击需要开启人工审核的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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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设置手工审核 

手工审核选择“是” ；点击“保存”，点击“确定”； 

 

 

11.4 客户机打印后界面 

客户机通过共享打印机打印后，队列中显示已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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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审核者审批界面 

审核者登陆系统，点击“日志”——“已暂停日志” ；点击“人工审核” ；点击

“搜索” ； 

勾选需要放行的作业 ；根据情况点击“允许” 或“拒绝” 。 

审核者点击“允许”，作业即从打印机出纸。 

审核者点击“拒绝”，作业即被取消。打印日志中此打印作业同时记录为“拒绝”。 

 

11.6 普通用户处理自己作业 

a.) 用户以自己账号登陆 Print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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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点击“待打印任务” ； 

 

c.) 点击“人工审核” ；点击“搜索” ；勾选需要拒绝的作业 ；点击“拒

绝” 即可删除该笔作业。 

 



PrintUsage 迈捷打印监控系统 http://www.printusage.com 

华美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AMAX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c. 

第 39 页 共 55 页 

12. 设置（添加）角色 

12.1 进入角色管理界面 

展开“报表”——“角色管理” ； 

 

 

12.2 设置（添加）角色 

点击“添加” ；输入角色名，角色描述；点击“保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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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角色界面，点击“分配权限” ；勾选需要人工审核的部门；根据需要的权限勾选“人

工审核” （如设置的角色需要审批权限，必须勾选“编辑” ）、“打印报表”

和“打印内容” ；最后点击“保存” 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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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设置（添加）管理员 

13.1 添加管理员 

展开设置——“管理员设置” ；点击“添加” ； 

 

 

13.2 指派管理员分配 

选择用户组 ——选择用户 ——点击箭头导入 ；已选定用户中出现该用户 ；是

否系统管理员选择“否” ；点击提交 ； 

 

回到管理员设置界面，找到该管理员账号点击“所属角色” ；  

勾选相应“所属角色” ；点击“保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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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管理员设置，所属角色中出现相应角色 ； 

 

14. 设置用户提醒 

14.1 邮件提醒 

选择设置——用户提醒 ，勾选需要提醒的时机 ，加入需要提醒的内容 ，勾选需

要发送邮件的对象 ，设置邮件基本属性 ，点击提交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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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用户组—所有用户 ，选择需要设置的用户 ，填写邮件地址和提醒语言 ，设

置用户的邮箱地址和提醒语言 ，点击保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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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后收到的提醒邮件示例： 

 

14.2 客户端提醒 

选择设置——高级选项 ，勾选启用客户端 ，点击保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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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户端上打开管理站点首页，下载 并安装客户端 。 

 

 

安装完成后，托盘显示 PrintUsage 客户端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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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一个错误作业后收到的客户端提醒： 

 

说明： 

提醒包括打印出现错误时、作业需要刷卡验证时、人工审核时、人工审核通过/未通过时、

打印直接出纸并成功时。 

15. 设置计费 

 

15.1 简单计费 

选择服务器组——所有服务器 ，选择某一个服务器 ，切换到计费标签 ，选择简

单计费模式 ，设置各项费用 ，点击保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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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费用=（纸张单价+黑白/彩色单价）*每份的纸张数*份数 

15.2 按面积计费 

选择服务器组——所有服务器 ，选择某一个服务器 ，切换到计费标签 ，选择按

面积计费模式 ，设置各项费用 ，点击保存 。 

 

 

说明： 

费用=（打印单面所需要的面积/面积单价）*每份的纸张数*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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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高级计费 

选择服务器组——所有服务器 ，选择某一个服务器 ，切换到计费标签 ，选择按

高级计费模式 ，勾选可能打印的纸张类型 ，并设置其费用 ，点击保存 。 

 

 

说明： 

费用=（（A3 纸张单价+A3 的黑白/彩色单价）*单份 A3 的纸张数+（A4 纸张单价+A4 的黑

白/彩色单价）*单份 A4 的纸张数+（其他纸张单价+其他纸张的黑白/彩色单价）*单份其他

纸张的纸张书）*份数 

16. 设置打印限制 

16.1 设置总览 

用户可以针对服务器/打印机、用户组/用户分别设置，其中打印机可继承服务器设置，用户

可继承用户组设置。可以分别针对用户/打印机、打印时间、打印文件、配额、打印机功能

进行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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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用户/打印机限制 

点击服务器组——所有打印机 ，选择某个打印机 ，切换到用户标签 ，取消继承

设置 ，选择“所有用户被拒绝使用，以下所列用户除外” ，点击添加按钮 ，选

择搜索用户 ，选择所需要过滤的用户 ，点击添加按钮 ，点击保存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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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后的打印日志： 

 

16.3 打印时间限制 

点击服务器组——所有打印机 ，选择某个打印机 ，切换到打印时间标签 ，取消

继承设置 ，选择类型 ，设定时间 ，设定时间区间 ，点击应用 ，点击保

存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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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后的打印日志： 

 

16.4 打印文件限制 

点击服务器组——所有打印机 ，选择某个打印机 ，切换到文件类型标签 ，取消

继承设置 ，选择“允许所有文档类型，以下所有文档类型除外” ，点击添加按钮 ，

选择所需要过滤的文档类型 ，点击添加按钮 ，点击保存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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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后的打印日志： 

 

说明： 

作业还可以根据大小（产生 SPL 文件的大小）、页数、文档包含关键字、费用做限制。 

 

16.5 配额 

配额分固定时间配额以及手动配额两种。如果启用打印无限制，则用户打印不受余额的影响；

如果选择固定时间配额或者手动配额，则当用户余额小于打印作业的费用时，作业会被拒绝。 

点击用户组——所有用户 ，选择某个用户 ，切换到配额标签 ，取消继承设置 ，

选择配额周期类型 ，设定用户配额 ，点击保存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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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后每月月初系统会分配用户 Jimmy_Wei 48 的打印费用，如用户余额低于打印花费时，

作业会被拒绝。 

设置后的账户余额以及打印日志： 

 

 

 

说明： 

还可以给用户设置透支。 

16.6 打印机功能限制 

点击用户组——所有用户 ，选择某个用户 ，切换到打印机功能标签 ，取消继承

设置 ，选择允许的打印机功能 ，点击保存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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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后的打印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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