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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ender 10.1 摘要 

BarTender 10.1 中添加了对图层、根据条件打印、高级序列化以及更多功能的支持，
可增强您的设计和打印体验。本节对这些新功能进行了简要描述。本白皮书的后半部
分提供了技术详细信息。 

图层（自动化版和更高版本） 
在 BarTender 10.1 中，我们实施了用户最为迫切要求的一个设计功能：图层。  

易于构建复杂的模板设计 

使用图层，您现在可以轻松地组织和浏览复杂的模板设计。BarTender 的图层功能包
括高级安全功能，让您可以限制用户修改模板设计的某些部分。  

将图层与我们的新功能“根据条件打印”相结合，您还能够根据数据库字段或具名数据
源的值来动态更改模板设计的某些部分。 

用于证卡打印的特殊功能区面板 

某些证卡打印机支持高级安全功能，如只能在紫外线或全息图像叠加下才能看到某些
图像。通过图层，您可以将对象打印到打印机的这些特殊功能区面板上。 

新条形码和附加功能 

圆形条形码 

现在，您的 CD 和 DVD 标签可以包含圆形条形码，此类条形码常用于库存管理或租
赁。BarTender 支持将以下符号体系的圆形变体添加到媒体标签上：  

• Code 39 
• Code 93 
• Code 128 
• Interleaved 2-of-5 

圆形条形码可配置为以整圆、半圆或任何弧形长度打印。 

新条形码标准 

BarTender 一直都是行业领先的条形码打印软件。在版本 10.1 中，我们添加了对最
新条形码标准的支持，包括 iQR Code、Han Xin、Grid Matrix 和 DotCode。  



白皮书：BarTender 10.1 新增功能 

页 8 

此外，BarTender 10.1 已经过更新，目前支持版本 13 的 GS1 通用规范，包括新的应
用标识符以及对 GS1 QR Code 标准的完全支持。 

对旧式和传统条形码的扩展支持 

BarTender 10.1 现在包含对以下专门旧式条形码符号体系的支持： 

• Anker Plessey 
• BC412 
• CEPNet（巴西邮政条形码） 
• Channel Code 
• CODABLOCK F 
• Code 11 
• Code 16K 
• Code 32 
• Code 49 
• Code 93i 
• Deutsche Post Leitcode & Identcode 
• Industrial 2-of-5 
• Korea Post 
• Matrix 2-of-5 
• NEC 2-of-5 
• OPC 
• Pharmacode（包括单轨、双轨和 2D-Pharmacode） 
• Posicode 
• PZN（Pharma-Zentral-Nummer，包括 PZN8） 

• Standard 2-of-5（由 IATA 使用） 

• UK Plessey（原始 Plessey Code） 

能够对二进制和图片数据进行编码 
版本 10.1 中引入了对二进制数据和 NUL 字符的支持，这样即可将任意二进制数据
（包括图片数据）编码到智能证卡、RFID 标记和条形码中。此功能可用于加入照
片、签名和音频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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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序列化功能 

全局计数器（自动化版和更高版本） 

使用新的全局数据字段，现在可以创建一个全局计数器，该计数器存储在 BarTender 

System Database 中。您可以轻松地访问此计数器，还可以在计算机上的多个 

BarTender 文档之间共享此计数器。使用企业自动化版，甚至可以在网络中多个计算
机上的 BarTender 安装之间共享计数器！  

新重置选项 

使用改进的序列化对话框，在几乎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重置值：可以选择为每个数据库记
录重置值，也可以选择在日、月或年发生更改时或在数据库字段发生更改时重置值。  

跟踪打印作业之间剩余的间隔 

现在，当序列化间隔大于 1 时，BarTender 会记住打印作业之间的剩余项目数。   

小写字母序列化 

BarTender 现在支持使用小写字母进行序列化。 

数据源序列化值 

现在可以从数据库字段或具名数据源动态设置“加步进量”、“间隔”和“重置限制”的值。
使用具名数据源允许在数据输入表单上输入值。 

激光和喷墨打印的改进 
使用新页面模板功能时，可以创建页眉、页脚和水印，甚至可以创建某些高级设计，
如装箱单、发票和托盘标签。  

设计页面模板时，可以添加打印作业的相关信息，如页码、文档名称或打印作业开始
时间。 

在 BarTender Web Print Server 10.1 中，打印具有多个标签的页面时，现在可以选择
起始位置。  

根据条件打印（自动化版和更高版本） 
在发布 BarTender 10.1 之前，要根据条件打印对象只能撰写自定义 VB 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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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版本 10.1 中，我们意识到创建这个易于使用和访问的功能很重要。现在，直接从
用户界面即可指定任何模板、图层、对象或个别数据源，还可以根据一个或多个数据
源的值精确指示 BarTender 在您需要时进行打印。 

新数据输入控件 
• 数字输入框：使用带有上/下箭头的专门控件以及可选的下拉式计算器来输入数

字、货币值或分数。 

• 日期选择器：输入日期或使用下拉式控件从日历中选择日期。 

• 时间选择器：在数据输入表单上输入时间。 

• 月历：从直接显示在数据输入表单上的日历中选择日期。 

在 BarTender Web Print Server 版本 10.1，这些新控件也受支持。 

经过重新设计的 Print Station 
在 BarTender 9.2 中，我们引入了 Print Station，它是一个独立的应用程序，可将 

BarTender 文件打印变成一个简单的“指向-单击”操作。在版本 10.1 中，我们彻底重
新设计了用户界面，添加了以下新功能：  

• 多个文件夹：为不同产品或类别设置多个文档目录，然后使用浏览器式界面在
多个文件夹之间进行浏览。  

• 搜索栏：搜索大型文件夹中的文件。 

• 打印预览：完全按照实际打印效果预览打印作业。 

改进的 BarTender Web Print Server  
使用 Web Print Server 的新向导界面，可轻松地通过 Internet 打印文档。该向导界面经
过重新设计，模拟了 BarTender 易于使用的“打印向导”，可逐步指导您完成打印过程。  

版本 10.1 还向 BarTender Web Print Server 中添加了以下功能： 

• 数据输入控件：在数据输入表单上使用 BarTender 的新数字、日期和时间控件。 

• 打印预览：完全按照实际打印效果预览打印作业。 

• “起始位置”对话框：为具有多个标签的页面选择起始位置。 

主要的可用性改进 
在版本 10.1 中，我们仍旧对 BarTender 用户界面的易用性进行了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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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刷 

BarTender 的新格式刷使您能够轻松地在模板上的多个对象之间共享格式。只需单击
一下按钮，即可将字体、边框、颜色、文本对齐方式以及其他格式复制到剪贴板。再
单击一下，即可立即将所有这些格式应用到模板上的任何对象。  

更易于选择和移动对象 

设计模板时，经常需要选择对象来加以修改或移动。现在，对于单击时哪个对象将被
选中，BarTender 提供了更佳的视觉反馈。此外，对象的选择区域也增大了，更易于
在模板上选择小对象。 

图层（自动化版和更高版本） 

在 BarTender 10.1 中，我们实施了用户最为迫切要求的一个设计功能：图层。通过图
层，可以将对象组合成一个单元，然后将其堆叠在其他图层之上。使用图层可以更轻松
地创建和浏览复杂的模板设计，还可以根据数据库字段或具名数据源动态更改设计。 

“图层”窗格 
通过工具箱的新图层窗格，可以创建、移除、识
别和管理文档中的图层。对于每个图层，该窗格
会显示预览图像、可自定义的标题以及图标。通
过图标可以大致了解图层对象在模板上当前是否
可见以及图层是否已锁定而不允许更改。 

图层可见性 
设计模板时，可能需要将多个对象堆叠在彼此之
上。以前，如果需要选择一堆对象中最底部的对
象，需要先将其他对象移开。  

 

现在，使用图层，只需单击  图标将较高图层隐藏，即可轻松地选择较低图层上
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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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定义的安全性 
在先前版本的 BarTender 中，只能使用 BarTender 文档密码设置对话框或 Security 

Center 保护整个设计来防止用户修改模板设计。 

使用版本 10.1 中添加的图层功能，现在可以允许用户只修改某一部分的模板或某些
对象，同时限制访问模板的其余部分。 

您可以使用  图标锁定文档中的任何图层，这会防止用户选择或移动该图层上的任
何对象。然后，如果您使用密码来保护修改图层操作，那么即会有效创建一个不使用
密码就无法修改的模板区域或背景。 

也可以在图层属性对话框中为每个图层定义“边界矩形”。边界矩形之外的任何对象都
不会打印。为修改图层操作指定文档密码后，用户将只能修改由边界矩形定义的模板
部分。 

带有图层的证卡打印 
添加图层还会大大增强 BarTender 的证卡设计功能，因为其允许不同图层打印到打印
机的特定功能区面板上，如紫外荧光面板或叠加面板。当您从已安装打印机列表中选
择证卡打印机时，BarTender 会检测到在打印机中安装且在打印机驱动程序中配置的
功能区面板。  

BarTender 会为每个面板创建一个新的图层。当您打印时，指定的功能区面板会打印
该图层上的所有对象。使用此功能，可以轻松地打印只能在紫外线或全息图像叠加下
看到的图像。 

条形码的改进 

新支持的符号体系 
多年来，BarTender 一直支持所有常用的条形码符号体系。版本 10.1 中添加了几个
新的条形码标准，还添加了许多专门用于特定行业的旧式条形码，是提供最全面条形
码支持的条形码和标签打印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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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条形码标准 

BarTender 10.1 中添加了对以下新条形码标准的支持： 

• iQR Code 
• GS1 QR Code 
• Han Xin（汉信码） 
• Grid Matrix 
• DotCode 

圆形条形码 

现在，您的 CD 和 DVD 标签可以包含圆形条形码，此类条形码常用于库存管理或租赁。
BarTender 支持将以下符号体系的圆形变体添加到媒体标签上：  

• Code 39 
• Code 93 
• Code 128 
• Interleaved 2-of-5 

圆形条形码可配置为以整圆、半圆或任何弧形长度打印。 

其他条形码 

BarTender 10.1 中包含对以下专门用于特定行业的旧式条形码符号体系的支持： 

2D 符号体系 

• CODABLOCK F 
• Code 16K 
• Code 49 

线性符号体系 

• ISBN-13 
• PosiCode 
• Channel Code 
• Code 11 
• Code 93i 
• Standard 2-of-5（也称为 IATA 2-of-5） 
• Industrial 2-of-5 
• Datalogic 2-of-5（也称为 China Post） 
• Matrix 2-of-5 
• NEC 2-o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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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K Plessey（原始 Plessey Code） 
• Anker Plessey 
• BC412 (SEMI) 

医疗保健 

• Pharmacode（包括单轨、双轨和 2D-Pharmacode） 

• Code 32（也称为 Italian Pharmacode） 

• PZN（Pharma-Zentral-Nummer，包括 PZN7 和 PZN8） 
• OPC (VCA Optical Product Code) 

邮政编码 

• Leitcode (Deutsche Post) 
• Identcode (Deutsche Post) 
• CEPNet（巴西邮政编码） 
• Korea Post 

GS1 标准更新 
BarTender 10.1 已经过更新，目前支持版本 13 的 GS1 通用规范。 

对 GS1 QR Code 的支持 

BarTender 10.1 现在包含对 GS1 QR Code 标准的完全支持。 

GS1 应用标识符 

BarTender“GS1 应用标识符数据源向导”中支持的应用标识符列表已经很全面。我们
又向其中添加了九个新的应用标识符 (AI)： 

• 243：包装组件编号 

• 255：全球优惠券编号 (GCN) 

• 427：贸易项目原产地国家/地区细分代码 

• 710-712：国家医保报销编号 (NHRN) 

• 8017：全球服务关系代码 (GSRN) 

• 8019：服务关系实例编号 (SRIN) 

• 8200：延伸性产品包装资讯网址  

此外，对于 GDTI 序列号 (AI 253) 数据，BarTender 现在支持字母数字输入。 



白皮书：BarTender 10.1 新增功能 

页 15 

改进的条形码浏览器 
BarTender 10.0 中引入了条形码浏览器，允许您在将对象添加到模板之前轻松地选择
和预览条形码符号体系。在 BarTender 10.1 中，我们让浏览器更加易于使用：  

• 查看所选条形码
的替代名称  

• 按名称搜索条形码 

• 使用文件夹导航
栏浏览类别 

 

 

 

 

 

如果不知道如何使用所选条形码，只需单击对话框中的新帮助按钮即可。BarTender 

现在包含对每个支持的条形码符号体系的综合描述！ 

能够编码二进制数据和 NUL 字符 
BarTender 10.1 中引入了将二进制和图片数据编码到条形码（以及 RFID 标记和智能
卡）中的功能。现在，不仅可以编码原始二进制数据，而且还可以将照片、签名和音
频剪辑包含在条形码符号中。 

此外，在支持的控制字符列表中还添加了 Null 字符 (NUL)。对于所有 2D 条形码符号
体系和以下线性符号体系，加入了对编码 NUL 字符的支持： 

• Code 39 
• Code 93 
• Code 128 
• Pos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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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条形码对象“自动调整大小” 
在 BarTender 10.1 之前，条形码的大小完全由符号体系的 X 尺寸来确定。如果更改
了条形码内部的数据，那么对象的宽度（对于 1D 条形码）和/或高度（对于 2D）将
发生更改以适应值更改。 

现在，您可以选择性选择自动调整模板上条形码对象的大小。启用此功能后，
BarTender 会自动选择适合所需大小的新 X 尺寸值。 

查看条形码空白区 
在每个条形码符号体系的规范中，每个条形码符号体系都需要在条形码周围有空白区
（或空白空间），用于帮助条形码阅读器识别条形码的开始位置。在 BarTender 10.1 

中，使用查看菜单中的新条形码空白区选项或使用键盘快捷键 Ctrl+Q，即可轻松地查
看条形码空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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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可读转换 
BarTender 10.1 使您能够独立于编码到条形码中的数据来转换可读文本。  

• 字符模板：将其他字符应用到可读文本。在先前版本中，只有条形码可以使用
此功能，但在 BarTender 10.1 中所有文本数据源都可以使用此功能。 

• 搜索并替换：在可读文本中查找字符串，然后用新文本替换该字符串。 

• VB 脚本：撰写自定义 VB 脚本来修改可读文本的内容。 

• 前缀和后缀：将其他字符附加到可读文本的开头或结尾。 

 

其他可读文本功能 
现在，条形码上可读文本的外观具有比以前更高的可自定义性： 

• 创建多行可读文本。 

• 自动根据条形码的宽度或指定的宽度调整文本大小。 

• 插入制表符和换行符。 

• 将可读文本放置到条形码的左侧或右侧。 

• 只使用鼠标来重新定位可读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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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条形码功能 
版本 10.1 还为现有条形码符号体系添加了以下功能： 

• Aztec Code：添加了对 Rune 类型的支持。 

• Data Matrix：现在能够反转 ECC000-140 的 X 轴和 Y 轴。 

• Data Matrix，MicroPDF417：编码 ISO 15434 数据时自动使用宏 5 和宏 6 前缀。 

• MSI Plessey：添加了对 14 个以上字符的条形码的支持。 

• PDF417：现在能够手动指定行数。 

• PDF417：添加了对其他前缀的支持，如宏 5、宏 6，以及阅读器初始化。 

扩展序列化设置 

BarTender 10.1 中的序列化已经过扩展，新增了几个新功能并重新设计了用户界面，
即将序列化对话框分成两个选项卡：序列化和重置。  

“序列化”选项卡 
所有定义 BarTender 如何递增或递减数据的设置都位于序列化选项卡上。许多先前的
控件都已移动、合并或重命名，现在更易于设置计数器。 

何时递增 

使用序列化对话框的何时递增部分，可以定义您希望 BarTender 对数据源进行序列化
的确切时间。在先前的版本中，可以针对每个数据库记录序列化数据源，或使用打印
对话框上的序列号控件来指示何时更改值。  

现在，还可以根据以下触发器递增或递减数据源的值：  

• 每一页：在打印作业打印了指定数目的页面之后。 

• 每个打印作业：在执行了指定数目的打印作业之后。 

• 当数据更改时：在指定的数据源值更改指定次数之后。 

“序列化”对话框现在提供打印数量 

现在，可以使用序列化对话框来更改希望每个序列号打印的份数。（这些控件还可在
打印对话框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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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序列 

新的预览序列按钮会显示所有序列化设置都已就绪的序列。 

新重置选项 
使用序列化对话框的新重置选项卡，可以自定义 BarTender 在文档中自动重置计数器
的时间：  

• 达到指定的值时 

• 文档中的数据源发生更改时 

• 在特定的时间间隔 

• 每次打印时 

• 针对每个数据库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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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打印作业之间剩余的间隔 
我们更改了默认序列化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当使用大于 1 的间隔时，
BarTender 现在会自动记住前一个打印作业剩余的任何序列号。 

请考虑以下示例：您将文档设置为每 3 个标签序列化。在此情况下，序列化格式应如
下所示： 

1 1 1 2 2 2 3 3 3 4 4 4 … 

 

在先前版本的 BarTender 中，如果在第一个打印作业中打印 5 个标签，然后启动一个
新的打印作业，那么将按如下所示序列化标签：  

1 1 1 2 2  3 3 3 4 4 4 … 

第一个打印作业  第二个打印作业  

第二个打印作业以序列号 3 开始，未实现所要求的“每 3 个标签序列化”的序列。 

在 BarTender 10.1 中，所有新文档在默认情况下都会按照您所期望的方式序列化，
下一个打印作业会从前一个打印作业停止的位置开始： 

1 1 1 2 2  2 3 3 3 4 4 … 

第一个打印作业  第二个打印作业  

小写字母序列化 
BarTender 现在支持使用小写字母进行字母数字序列化。 

数据源序列化值 
现在可以从数据库字段或具名数据源动态设置“加步进量”、“间隔”和“重置限制”的值。
使用具名数据源允许在数据输入表单上加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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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源功能 

全局数据字段（自动化版和更高版本） 
BarTender 10.1 中引入了使用全局数据字段在文档之间共享数据的功能。实际上，全
局数据字段是存储在 BarTender System Database 中的数据源。由于它存储在共享数
据库中，所以可以在使用该 BarTender System Database 的任何 BarTender 实例中
打开的文档上使用此数据源。 

您可以将转换应用到全局数据字段，如序列化。
这些转换将在使用该全局数据字段的所有文档之
间进行共享。  

具名数据源的改进 
在版本 10.1 中，现在可以在不将具名数据源附
加到模板上对象的情况下创建和修改具名数据
源。创建具名数据源时，可以使用其值为模板上
的对象运行 VB 脚本或设置打印条件。 

 

 

 

 

 

 

 

 

 

 

 

您可以在工具箱的数据源窗格中查看 
BarTender System Database  
中定义的所有全局数据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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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档之间复制具名数据源 

您可以使用工具箱的数据源窗格在同一计算机上的多个文档之间复制具名数据源： 

新数据源类型 

打印作业字段（专业版和更高版本） 

使用新的“打印作业字段”数据源类型，可以直接在打印的项目上加入打印作业信息。
使用“文档名称”、“页码”和“打印作业开始时间”等选项，可以轻松地将动态数据直接打
印到任何模板上。 

您可以将此数据源类型与新页面模板功能配合使用，以便将页码添加到打印作业中或
将页眉或页脚添加到打印的输出中。 

外部文件（专业版和更高版本） 

使用新的“外部文件”数据源类型，可以从不是使用 BarTender 创建的文件中将数据导
入到模板上的对象中。将 RTF、HTML 或 XAML 文件导入到文本对象中时， 

BarTender 会自动将文本和格式转换成相应的标记语言。  

可以从本地文件、网络路径或 Librarian 配套应用程序加载外部文件。 

• 复制和粘贴：复制单个具名数据源，
然后将其粘贴到不同的文档中。

• 导出和导入：将所有具名数据源导出
到外部文件中。在新文档上，导入该
文件，以载入所有具名数据源。

从工具箱的数据源窗格中，可以查看所有
具名数据源、创建新的具名数据源或在多
个打开的文档之间共享具名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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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支持的数据类型 

二进制  

使用 BarTender 10.1，现在可以将字符串格式化为二进制数据。使用添加的“二进制”
数据类型，可以将二进制数据编码到智能卡、条形码和 RFID 标记中。  

BarTender 还支持使用新的压缩转换来压缩二进制数据。 

图片 

BarTender 现在支持使用“图片”数据类型将图像转换成二进制图片数据。要减小所编码数
据的大小，可以在编码之前指定图像的属性，如格式、大小、颜色数和图像质量。 

使用这个新功能，可以轻松地将来自文件、数据库或打印时图像捕获控件的图像编码
到智能卡编码器、条形码或项目上的 RFID 标记中。 

其他转换改进 

字符模板 

使用新的“字符模板”转换，可以通过添加其他字符而不更改数据源本身的值轻松地格
式化任何数据源的值。  

 

使用新的字符模板对话框，可以按照所需方式格式化电话号码以及括 

号和连字符，而无需在每次打印时输入这些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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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 

在 BarTender 10.1 之
前，如果前一个或下一
个数据源为空，那么可
以忽略数据源的内容。
我们在此功能的基础上
进行了扩展，包含了更
多高级条件。 

 

 

 

 

 

压缩 

使用新的“压缩”转换，可以使用 Deflate 或 

GZip 算法压缩二进制数据。 

截短 

“截短”转换先前支持从值移除“.0”（带有句点小
数点），现在还支持从值移除“,0”（带有逗号
小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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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定义的页面模板（专业版和更高版本） 

许多组织都使用激光或喷墨打印机来打印单个页面上的多个标签。  

BarTender 10.1 通过引入创建页面模板的功能来改进对这些设计的支持。除了在页
面上设计每个标签之外，现在还可以设计一个包括整页标签的模板。对于每个页
面，可以自定义页眉、页脚和水印，甚至可以创建某些高级设计，如装箱单、发票
和托盘标签。  

在设计窗口的底部，单击页面模板选项卡来
开始设计您的页面模板。使用打印作业字段
数据源，可以将有关打印作业的信息（如“第 

3 页：标签 21-30”）直接添加到页面上的页
眉和页脚区域。 

 

 

 

 

 

  

要设计页面模板，请勾选页面设置对话框中
页面选项卡上的启用页面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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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条件打印（自动化版和更高版本） 

BarTender 10.1 使您能够轻松地指定是否根据条件语句打印任何模板、图层、对象或
数据源。 

此操作在先前版本中是可以执行的，但执行起来不太容易，需要用到 VB 脚本。现
在，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在用户界面中构建条件语句。  

BarTender 10.1 使您能够指定单个条件或使用高级条件构建器来构建包含多个标准的
复杂条件。 

基于单个数据源的条件 
您可以使用内置在 BarTender 用户界面中的下拉式菜单指定任何单个条件。 

 

使用此界面创建的每个表达式都包含两个或三个字段：  

• 第一个菜单列出了 BarTender 文档中定义的所有具名数据源以及任何数据库字段。 

• 第二个菜单包含运算符列表，这些运算符决定数据源及其值之间的关系。  

• 第三个菜单用于指定值。（某些运算符（如“为空”或“不为空”）不需要值。）  

基于复杂表达式的条件 
使用表达式构建器，可以创建包含多个条件或嵌套条件的复杂表达式。  

   

以上“树视图”中定义的条件语句会为北美洲太平 

洋西北地区的所有会员打印会员卡。 

想象一下您经营着多家连锁的健身俱乐
部。需要根据每个健身房所在的州或省
为每个健身房设计不同的会员卡。使用
根据条件打印表达式，可以设置模板来
根据这一标准及其他标准进行打印，只
需筛选数据库中的数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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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输入控件 

BarTender 10.1 中添加了几个新的控件，用于提高其数据输入表单的可用性。除了在
文本字段中输入数据或选择单选按钮之外，现在还可以从下拉式日历中选择日期、选
择时间或使用新的数字控件来指定数量。 

数字输入框 
轻松地将值输入到控件中，使用上/下箭头选择新值或使用 BarTender 的内置计算器
计算值！  

数字输入框控件支持数字、分数、货币和百分比数据类型。 

 

日期和时间控件 
新的日期选择器、时间选择器和月历控件使您能够轻松地输入日期和时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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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 Print Station 

Print Station 配套应用程序是一个简化的界面，用于选择和打印 BarTender 文档。在
版本 10.1 中，我们对 Print Station 的用户界面进行了诸多改进，让它更快、更美观
且更易于使用。 

搜索功能 
现在，在 Print Station 中，可以使用 Print Station 窗口顶部的新搜索栏来搜索文档。
您可以输入完整或部分文件名，甚至可以输入扩展名来查找特定类型的文件。  

要快速将光标移动到搜索栏，请在 Print Station 打开时按键盘上的 Ctrl+F 或 F3。 

文件夹导航 
默认情况下，打开 Print Station 时，您仍能看到主目录中的所有 BarTender 文档、批
处理文件和 BTXML 脚本文件。先前版本只允许您从计算机上的单个文件夹进行打
印，而版本 10.1 则不同，它允许您使用简单的“指向-单击”操作浏览到其他文件夹。  

启用管理设置对话框中的用浏览器显示文件夹和/或显示文件夹导航器选项，可以轻松
地导航到计算机上任何位置存储的任何 BarTender 文档。 

 

根文件夹 
在先前版本的 Print Station 中，您只能查看和打印计算机上单个目录中的 BarTender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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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10.1 支持多个根文件夹，让您可以在单个 Print Station 实例中定义多个目录。
通过在管理设置对话框中设置根文件夹，可以将文档组织到多个文件夹中，而且还能
够从 Print Station 访问这些文档。  

从 Print Station 的起始页可轻松地访问所有根文件夹。每次启动 Print Station 时都会
打开该页。 

 

如果定义了多个根文件夹，那么每次启动 Print Station 时，都
会在 Print Station 的起始页上列出这些根文件夹。 

打印预览 
在版本 10.1 中，可以使用打印对话框上的新打印预览按钮在打印项目之前进行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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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 BarTender Web Print Server (WPS) 

通过 Internet 打印文档的过程已简化，目前具有新的向导界面。该向导界面经过重新
设计，模拟了 BarTender 易于使用的“打印向导”，可逐步指导您完成打印过程。  

数据输入的改进 
版本 10.1 支持使用所有 BarTender 数据输入控件，包括全新的数字输入框、日期选
择器、时间选择器和月历。  

打印预览 
在打印项目之前，现在可以使用新的“打印预览”功能查看打印作业。  

对“起始位置”对话框的支持 
默认情况下，在每页包含多个标签的页卷上打印时，BarTender 将从页面的左上角开
始打印项目。现在，每次使用起始位置对话框打印时，还可以手动选择起始位置。 

高速缓存打印机信息 
使用 Internet 打印时，现在建议将每个打印机的所选端口保留在 cookie 中，以便下次
打印到上次使用的打印机。 

打印 Librarian 中存储的文档 
自版本 10.1 起，WPS 可以打印存储在 Librarian 中的 BarTender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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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性的改进 

无论是哪个 BarTender 版本，我们都会审查界面以寻找为用户提供更快更轻松体验的
方法。对 BarTender 10.1 的改进包括更多的选择工具、更直观的对齐行为以及自动
行合并。 

格式刷 
BarTender 的新格式刷使您能够轻松地在模板上的多个对象之间共享格式。只需单击
一下按钮，即可将字体、边框、颜色、文本对齐方式以及其他格式复制到剪贴板。再
单击一下，即可立即将所有这些格式应用到模板上的任何对象。  

 

 

更轻松地选择和移动对象 
设计模板时，您往往需要选择对象来进行修改和移动， 

或者打开“属性”窗口。BarTender 10.1 现在提供一 

个更大、更明确的选择区域，使您能够轻松地识别 

单击时哪个对象将被选中。此外，选择图标不再 

盖住该对象的任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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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中央 
在版本 10.1 中，BarTender 会自动检测由水平线和垂直线界限的任何矩形区域。使
用这个新功能，现在可以将对象置于模板上任何矩形区域中央。  

 
 

 

移动对象时，BarTender 会显示参考线来说明 

您的对象相对于模板上其他对象的位置。 

当您松开鼠标按钮时，这些线条就不再显示 

在模板上。 

改进的对齐行为 
在先前版本的 BarTender 中移动对象时，
对象会“对齐”到最近的标尺或网格标记。
现在，还可以让对象彼此对齐，只需移动
其中一个对象即可。当对象接近另一个对
象的边缘或中心时，BarTender 会显示参
考线，并自动相对于模板上的另一个对象
放置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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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方面的改进 

新 PrintPreview 类  
我们的 BarTender .NET SDK 和 ActiveX Automation 界面都已扩展，目前包含新的 

PrintPreview 类。使用该类即可在将打印作业发送到打印机之前显示这些打印作业。 

“起始位置”属性 
默认情况下，在每页包含多个标签的页卷上打印时，BarTender 将从页面的左上角开
始打印项目。现在，可以使用“打印 SDK”、“BTXML 脚本”和 ActiveX Automation 指
定替代起始位置。 

打印 SDK：新 Engine.IsProductKeyCode() 方法 
Engine.IsProductKeyCode() 方法已添加到 BarTender .NET 打印 SDK 中，用于测试
当前激活的产品密钥代码 (PKC) 是否与提供的 PKC 一致。这可用于设计自定义应用
程序以将软件与一个或多个特定 BarTender 许可证绑定的情况。 

Librarian SDK：新 LibrarianWatcher 类已添加到 .NET SDK 中 
LibrarianWatcher 类已添加到我们的 .NET SDK 中，现在可以从您自己的自定义应用
程序监视 Librarian 中的目录和文件。使用此类中的方法和属性，可以在对文件执行删
除或签入/签出 Librarian 操作时执行任务。 

System Database SDK：新 ReprintRange 属性 
使用新的 ReprintRange 属性，可以指定要重新打印的项目范围，而不是重新打印整
个打印作业。 

ActiveX Automation：新方法已添加到 DesignObjects 类中 
版本 10.1 将 ExportDataSourceValuesToXML 和 ImportDataSourceValuesToXML 方
法添加到了 DesignObjects 类中。使用这些方法，可以在单个自动调用中更改文档中
所有数据源的值。 

BTXML 脚本：改进的 ExportPrintPreviewToImage 命令 
<ExportPrintPreviewToImage> 命令标记现在支持 <RecordSet>、
<NamedSubString> 和 <QueryPrompts> 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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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功能 

新“视图”菜单选项 
以下选项已添加到视图菜单中： 

• 数据源名称：在使用数据源名称的对象上显示或隐藏数据源名称。

• 数据库字段名称：显示或隐藏由每个对象使用的数据库字段名称。

• 条形码空白区：显示或隐藏模板上所有条形码对象的空白区。

从视图菜单中选择数据库字段名称会将数据库字段直接显示在模
板上。也可以按键盘上的 SHIFT+F12 来查看数据库字段名称。 

图片的改进 

直接从 BarTender 编辑图片 

现在，可以直接从 BarTender 对模板上的嵌入图片进行编辑以及将高级格式更改应用
到其上。按图片属性页上的编辑图片时，会在默认编辑器中打开您的图像。修改完图
片后，关闭外部编辑器，即会自动将修改的图片插入模板中。 

永久性应用图像处理 

只需单击一下按钮，现在即可永久性应用所有图片调整，包括剪裁和效果，从而提高 

BarTender 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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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小”属性页 

图片对象的大小属性页已完全改变，更易于控制数据源图像的大小调整和对齐方式。  

 

新检验数字函数已添加到 VB 脚本中 
BarTender 10.1 将以下检验数字算法添加到了 BarTender VB 脚本中，用于支持新添
加的符号体系： 

• DeutschePostMod10 

• OPCMod10 
• PZNMod11 

支持其他称重秤 
BarTender 10.1 中添加了对以下称重秤的支持：  

• Adam AZextra 

• Marel M1100、M2200 

• Ohaus Navigator 

• Scanvaegt 411，8300 系列、8400 系列、8500 系列 

（秤支持需要自动化或企业自动化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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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示例文档 
我们在日益增长的示例文档集合中添加了许多文档。安装 BarTender 后，请看一下我
们的示例欧盟能源标签和 MIL-STD-129P 文件。 

地址栏已添加到 Librarian 中 
在版本 10.1 中，我们将地址栏添加到了 Librarian 中，其中显示文件的当前路径并允
许您使用键盘更改该路径。 

BarTender System Database 
查看数据库表大小 

现在，您可以使用新的查看数据库大小按钮显示 BarTender System Database 中个别
表的大小。该按钮位于 BarTender System Database 设置对话框的维护选项卡上。 

现在支持对集中 BarTender System Database 的维护 

BarTender System Database 设置对话框上提供的所有维护功能现在都可用于集中
的 BarTender System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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