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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打印机的授权简介
本文档仅适用于 BarTender 的“ 自动化” 版及“ 企业自动化” 版。
通过控制可用打印机的最大数量，可以管理 BarTender 两个自动化版本的授权。
可用的打印机可以连接至本地计算机，也可以位于 LAN 或 WAN 网络中的任何位
置。BarTender 的两个自动化版本都不限制每个许可证的用户数量。
“ 仅供打印” 授权。与上述“ 不限制” 用户数量的版本相反，BarTender 的“ 仅供打印” 自动
化版本仅允许一个用户使用。

可用打印机的数量
BarTender 的两个自动化版本的许可证最少可用于 3 台打印机，最多可用于 8,000 台
打印机。这些许可证不限制用户数量。（您也可以选择“ 仅供打印” 自动化版本，但
此许可证仅支持一个用户和三台打印机。）

Seagull License Server
两个自动化版本随附的 Seagull License Server (SLS) 是 Seagull 用于监控
BarTender 及执行打印机许可证的工具。Seagull License Server 的唯一工作就是
执行许可证，而不会实际参与标签打印，也不会与打印机进行通信。

WAN（广域网）注意事项
如果在您将要部署的系统中，BarTender 需要通过 WAN 与 SLS 进行通信，请参
阅“ WAN 使用指南” 一章。

Seagull License Server 如何控制基于打印机的授权

综述
无论安装在网络中的哪个位置，一个 Seagull License Server (SLS) 就可以控制该网
络中所有已安装的自动化版和企业自动化版 BarTender 的授权。Seagull License
Server 的工作是授予或拒绝打印权限。但是，SLS 并不实际参与标签打印，也不会
与打印机进行通信。
SLS 可以在网络中的任意计算机上运行，无须人工参与，能够执行以下功能：

页4

白皮书： BarTender 自动化版授权

•

跟踪网络中安装的全部自动化版和企业自动化版 BarTender 所使用的打印
机总数。

•

跟踪网络中尝试使用仅供打印自动化版的用户总数。

•

显示，记录许可证违规，应以电子邮件通知此类情况。

•

根据所用的打印机数量，从多个 BarTender 授权打印请求。

SLS 既不需要专用计算机，也不需要“ 服务器” 操作系统。您还可以选择在同一
台计算机上运行 BarTender。

图 1：Seagull License Server 主界面

SLS 启动时
SLS 会读取“ 许可证文件” ，以查找允许的授权打印机总数。然后，SLS 会监控
网络上安装的所有 BarTender 对打印机的使用情况。

某个 BarTender 启动时
BarTender 会寻找网络上运行的 Seagull License Server，以便为随后的打印请求
建立通信支持。
BarTender 执行打印时
BarTender 每次开始打印作业时，SLS 都会更新最近 7 天内使用过的打印机列表。

打印作业和打印机许可证管理的详细信息
BarTender 开始打印作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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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rTender 会使用安装在工作站上的本地或网络打印机驱动程序，来输出打
印作业。为了最大限度提高性能，正常情况下打印作业启动时，不会等待与
SLS 的通信。

2

BarTender 将打印

1

签发送至打印机

作业通知 SLS

3

SLS 更新自

己的数据库

4

BarTender 将标

SLS 通知 BarTender 许可证

已超限

图 2：BarTender 打印时的事件顺序

2. 在打印作业传输的同时，BarTender 也会向 SLS 发送一条消息，将打印机
的名称，型号，位置和打印机端口通知 SLS。
3. 如果该打印机不在使用过的打印机列表中，SLS 就会将该打印机添加到其中。
如果该打印机在此列表中，则 SLS 会更新最近使用字段。

图 3：使用过的打印机列表

4. SLS 会更新使用过的打印机和可用打印机的总数列表。如果使用过的打印机
的新总数超出了允许的限值，则 SLS 进入宽限期。（如需详细信息，请参阅
下文的“ 许可证违规处理” 一节。）
打印机被添加至使用过的打印机列表中后，会一直保留在该表中，直至该打印机的
未使用时间超过 7 天，此后该打印机将从此表中自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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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SLS 使用打印机的型号，位置和端口作为打印机的区分条件。因此，打
印机名称不属于区分条件。

许可证违规处理
为最大限度地提高打印性能，正常情况下 BarTender 开始打印作业时，不会等待
Seagull License Server (SLS) 返回的响应。但是，如果 BarTender 收到 SLS 的通
知，获知某个许可证超出限值（请参阅下文），则 BarTender 会开始等待 SLS 返
回的信息，了解许可证违规是否已解决，得到确定消息后才会再次开始打印作业。
此后，BarTender 将继续使用更快的方法（即在收到 SLS 返回的响应之前）开始
打印作业。

打印机超限
如果使用的打印机数量已经达到自动版或企业版许可证指定的最大限值，而 SLS 又
收到消息，说明 BarTender 正在尝试使用的打印机不在使用过的打印机列表中，则
SLS 将进入“ 30 天的打印机超限宽限期” 。（如需详细信息，请参阅下文的“ SLS

的 30 天打印机超限宽限期” 一节。）
如果上述宽限期过期，则 SLS 将继续允许使用过的打印机列表中的其它打印机执行
打印作业，但将拒绝不在该列表的打印机执行打印作业。

用户超限
尽管 BarTender 的自动化版和企业自动化版都不限制用户数量，但特殊的“ 仅供
打印” 自动化版只允许一个用户和三台打印机。（一个用户在一台计算机上运行多
个 BarTender 只视为单一用户。）
如果第二个用户尝试使用同一个 BarTender 的“ 仅供打印” 自动化版，SLS 会向
该用户使用的 BarTender 发出通知，说明已经超出许可证限值。该 BarTender 随
后会生成一条有关许可证违规的通知，并在违规解决之前拒绝打印。

未找到 Seagull License Server
尝试打印作业时，如果 BarTender 的自动化版或企业自动化版未找到 SLS，
BarTender 将进入“ 72 小时的 SLS 连接宽限期” 。（如需详细信息，请参阅下文的
“ Barender 的 72 小时 SLS 连接宽限期” 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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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ender 的 72 小时 SLS 连接宽限期
综述
如果 BarTender 突然无法与 Seagull License Server (SLS) 通信，则 BarTender 不会
立即禁用打印功能。相反，为期 72 小时的“ 宽限期” 开始倒计时，以便在不影响标
签制作的前提下，让您有时间解决问题（该“ 宽限期” 仅适用于与 SLS 失去通信的情
况，而不适用于打印机许可证超限和用户许可证超限的情况。其他情况有各自不同的
宽限期。（如需详细信息，请参阅下文的“ SLS 的 30 天打印机超限宽限期” 一
节。）
BarTender 9.01 版本 2561 版次首次引入了此宽限期功能。首次发布日期为 2009
年 2 月 12 日，该发布命名为 BarTender 9.01 服务版本 4（简称为 SR4）。如果
您拥有 BarTender 的更早版本 9.0 或 9.01，可以从我们的网站下载免费更新。

“ SLS 连接宽限期” 功能的用途
Seagull License Server 的安装非常简单，极其稳定，已经通过了市场的考验。但
是，某些类型的系统故障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例如，SLS 的宿主服务器可能会出
现硬件故障。或者，网络也可能会出现故障，造成 BarTender 和 SLS 之间无法通
信。尽管类似事件很少发生，但事实上，BarTender 无法将这些事件与尝试使用非
正确授权的 BarTender 的行为区分开来。此“ 宽限期” 的目的是确保至关重要的
标签制作能够继续，不会中断。因此 SLS 的安装非常简单，甚至不需要真正的
“ 服务器” ，所以对于真正的 BarTender 所有者来说，在打印功能被彻底禁用之
前，他们还有 72 小时（整整 3 天）的时间，足以重建与 SLS 的通信。

启用“ SLS 连接宽限期” 功能（新安装）
首次安装 BarTender 的自动化版和企业自动化版之后，必须先联系 SLS 并收到授
权，然后 BarTender 才能进行打印。BarTender 成功联系 SLS 之后，72 小时宽限
期功能才能发挥作用。（此处仅指宽限期可以使用，并非实际开始如下所述的宽限
期倒计时。）

启动“ SLS 连接宽限期” 倒计时
无论何种原因导致 BarTender 和 SLS 之间的连接出现问题，只要能够使用宽限期
功能的 BarTender 与 SLS 失去联系，则为期 72 小时的宽限期倒计时就会开始。
在宽限期内，除可能会生成一些通知以外，BarTender 将继续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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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S 连接恢复时
正常情况下，BarTender 在为 SLS 检查下列事件时，随时可以检测到 BarTender
与 SLS 之间的连接是否已恢复：
•

尝试打印

•

尝试预览打印作业

•

尝试导出全部或部分标签图像

•

尝试导出打印机代码模板

此外，即便上述事件都没有发生，BarTender 针对 SLS 的定期轮询也足以让
BarTender 最终检测到连接的恢复并重置宽限期的倒计时“ 时钟” 。此后，如果与
SLS 再次失去连接，则重新进入为期 72 小时的宽限期倒计时。

宽限期到期时
BarTender 开始宽限期倒计时之后，如果 72 小时之内没有与 SLS 进行任何通信，则
BarTender 的多项功能将进入禁用状态，包括通过相连的打印机或远程打印机进行打
印，打印至文件，打印预览以及导出图像或打印机代码模板。（只要与 SLS 的连接
恢复，则 BarTender 的功能将不再受限。）

宽限期的通知时间点
因为失去与 SLS 的通信而导致 BarTender 进入宽限期倒计时，BarTender 并不会
为每一个打印作业都生成警告通知。您将在以下时间点收到通知：
•

宽限期开始时（此后还剩余三天的正常操作时间）

•

宽限期还剩两天时

•

还剩一天时

•

还剩一小时时

与 SLS 的通信恢复时，您也会收到通知。

启用自动运行 BarTender 时的宽限期通知
如果以手动方式运行 BarTender，您将会收到以弹出对话框方式显示的宽限期通
知。（不存在“ 启用” 问题。）但是，如果通过其它软件的控制自动运行
BarTender，则所有的弹出对话框都会被禁用。因此，即便仅仅是为了知道宽限期
倒计时已经开始，您也需要配置 BarTender，使其记录相关消息或将其通过电子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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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发送给您。（我们强烈建议您使用电子邮件，因为这可以确保您在 SLS 通讯中
断的情况下及时收到提示通知。否则，您可能在打印权限被暂停的时候才会发现
SLS 连接已出现故障。）
启用宽限期通知的记录功能
•

在 BarTender 的管理菜单中，选择日志设置。

•

配置相关选项卡的设置，从而指定记录位置是 BarTender 系统数据库还是
文本文件。

启用宽限期通知的电子邮件发送功能
•

在 BarTender 的管理菜单中，选择警告设置。

•

选中启用电子邮件。

•

根据您的网络的具体情况，配置电子邮件的设置。

SLS 的 30 天打印机超限宽限期
综述 rv
有时候，正常的工作行为也很容易造成超出打印机许可证的最大允许数量。例如，假
设您购入 10 台新打印机进行标签打印工作，而这项工作实际上已经造成打印机数量
接近最大的允许数量。但是您不希望打印作业被拒绝，因为您断开了不再需要（或出
现故障）的旧计算机的连接，并开始使用新打印机。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慷慨地提供
了新的 30 天打印机许可证宽限期，以便您有充足的时间完成打印机的升级及/或（如
果必要的话）购买允许使用更多打印机的 BarTender 许可证。2010 年 5 月发布的
BarTender 9.3 版首次引入了此宽限期功能。

启动打印机超限宽限期
当您使用的打印机数量超过打印机许可证允许的数量时，将自动启动 30 天宽限
期。Seagull License Server (SLS) 的主控制台界面中将显示一条消息，说明您还
有 30 天的时间纠正问题。此外，如果正确配置了警告设置选项（强烈建议设置此
选项），则系统将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将许可证违规的问题通知 IT 管理人员（或
其它负责人员）。随后每天都会发送一封电子邮件，直至问题得到解决。
在激活 Seagull License Server (SLS) 的过程中，“ 激活向导” 的最后一个页面为
您提供了警告设置选项，并说明了使用该选项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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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允许打印机暂时超限两倍！
在为期 30 天的打印机超限宽限期内（或直至您解决问题），SLS 将暂时允许使用

两倍于正常允许数量的打印机。这充分满足了最坏情况下的需求，即在一次标签打
印操作中，所有打印机全部出现故障，每一台都需要更换（这显然是一种非常少见
的情况。但是，SLS 中的最近使用过的打印机列表不再允许修改或删除，这是确
保正确授权的 BarTender 用户每次打印作业都不会遭到拒绝的最佳方式。）

重置宽限期
结束您的打印机许可证违规的方法非常简单：
您只需保证连续 7 天使用的打印机数量不超过您的 BarTender 许可证正常允
许的数量即可。
只要您连续 7 天恢复遵守打印机许可证的要求，SLS 将在主控制台界面中显示一
条消息作为响应，并且（在您正确配置了警告设置选项的情况下）通过电子邮件发
送类似的消息。此后，如果您再次超过了允许的打印机的最大数量，则将开始新的
为期 30 天的宽限期。

宽限期到期
如果您整整 30 天都没有恢复遵守打印机许可证的要求，则 SLS 主控制台界面将显
示一条消息，通知您宽限期已经到期，同时每天还会通过电子邮件加以提醒。SLS
也会从此刻起开始拒绝打印作业，从发送给近期最少使用的打印机的打印作业开
始。（您可以继续使用您的 BarTender 打印机许可证允许的全部打印机，但只有

最近使用过的打印机可用。这是推动您快速简便地恢复遵守您的许可证要求的最佳
方式。）

启用宽限期通知
要了解打印机超限宽限期是否已经开始，您需要查看 SLS 其主窗口中显示的警告，
或是配置 SLS 来记录消息或将消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您。（我们强烈建议您使用
电子邮件，因为这样可以确保您及时收到通知。否则，您可能在打印权限被暂停的时
候才会发现打印机已经超限。）
启用宽限期通知的记录功能
•

在 SLS 的管理菜单中，选择日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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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相关选项卡的设置，从而指定记录位置是 BarTender 系统数据库还是
文本文件。

启用宽限期通知的电子邮件发送功能
•

在 SLS 的管理菜单中，选择警告设置。

•

选中启用电子邮件。

•

根据您的网络的具体情况，配置电子邮件的设置。

运行 Seagull License Server
SLS 以应用程序或 Windows 系统服务的方式运行，无须人工参与。此外，SLS 还
可以对网络中运行的另外一个 SLS 进行远程管理。

SLS 以应用程序方式运行
SLS 可以作为标准 Windows 桌面应用程序启动并运行。在这种模式下运行时，
SLS 将会在用户关闭应用程序或注销时退出。

SLS 以系统服务方式运行
用户还可以选择以操作系统“ 服务” 方式运行 SLS。在这种模式下运行的时候，
可以将 SLS 配置为在操作系统启动时自动运行。这样就不需要用户登录计算机，
也不需要运行 SLS 用户界面。

SLS 远程管理界面
SLS 应用程序还可以作为远程管理界面来运行，从而控制已经在网络中其它位置
运行的 SLS。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 SLS 的联机帮助。

WAN 使用指南
BarTender 在 LAN（局域网）和 WAN（广域网）中均可以执行多种重要的网络功
能，其中包括：
•

输出到打印机

•

读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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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数据库

•

与 Seagull License Server (SLS) 进行通信

但是，通过广域网 (WAN) 进行通信时，您必须注意一些潜在的问题。尤其要注
意，很多 WAN 的可用速度和可靠性会导致令人无法容忍的性能问题，而这完全超
出了 BarTender 的可控范围。例如：
•

BarTender 安装在多个 LAN 中，但通过 WAN 与一个 Seagull License
Server 进行通信，此时，如果 WAN 链路出现故障的时间超过 72 小时，就
可能导致全体 BarTender 用户无法进行打印。

•

当通过 WAN 桥接数据源时，某些标准数据库操作（包括查询在内）都可能
会变得缓慢而令人无法接受。

实际对比
浏览互联网时，多数情况下您查看的网页都会很快显示。但是，有时连接可能会非
常慢，有时甚至根本无法显示。您的互联网提供商的技术支持人员通常只是会建议
您当天“ 稍后再试” 。同理，如果您致电 Seagull，就 WAN 的性能问题寻求帮
助，我们将无法为您提供协助。

WAN 性能如何影响
Seagull License Server 的使用
BarTender 的自动化版和企业自动化版都会不时与 Seagull License Server 进行通
信，以确认 BarTender 的使用符合许可证的要求。使用 WAN 引发的问题包括：
•

可能需要更改防火墙设置以允许此类通信。

•

如果 LAN 和 WAN 之间的路由器出现故障，则故障波及到的 LAN 内所安装
的全部 BarTenders 都无法“ 看到” 其他 LAN 内所安装的 Seagull License
Server。虽然 BarTender 提供了 72 小时宽限期供用户处理问题不大的中
断，但如果中断时间过长，将会影响打印功能。

•

浏览互联网时，基于互联网连接的 WAN 链路同样很容易导致类似性能不稳
定的问题。即便是使用完全“ 专用” 的 WAN 链路，与常规 LAN 连接相
比，仍然很容易出现性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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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系统管理员应当是在 WAN 可靠性和性能方面能力最强的专家。您可以选择为
每个 LAN 配备专用的 Seagull License Server。较之在整个 WAN 上使用单一
SLS，这样配置的标签打印系统的速度会更快，容错能力也会更高。
例如：假设您有 30 台打印机，而您希望在三个不同的 LAN 中使用这些打印机。
解决方案：您可以为 BarTender 自动化版或企业自动化版安装三个（每个 LAN
一个）单独的“ 10 台打印机” 许可证，而不是为 WAN 安装一个“ 30 台打印
机” 许可证。
请注意，每个 BarTender 的自动化版或企业自动化版许可证均随附一个 Seagull
License Server（以及相关的产品密钥）。

针对 WAN 使用的技术支持
BarTender 和 Seagull License Server 均通过广域网使用环境的全面测试并完全合
格。不过，Seagull 目前无法帮助您诊断可能出现的 WAN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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