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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r Maestro" 简化企业打印工作 

单一化的应用软件取代多项 Windows 功能 

PrinterMaestro 打印控制管理系统能够整合您远程网络打
印机，打印工作及计算机状态资料，并且提供前所未有的
集中管理。只需单一窗口，您即可总览及执行网络打印机
及计算机设置，取代了过去为达到相同功能的多个
Windows 程序及众多弹跳窗口。 

不仅适用于 BarTender 

大部分在本白皮书内所述的强力集中控制管理系统，适用
于您全部的打印工作 –  不止于本公司的 BarTender 条码
软件!  

追踪打印机耗材及硬件配备的使用状态 

企业自动化版中，Printer Maestro 也能追踪打印机耗材(如色带，标签)及硬件配备
(如印字头，记忆体，字型匣等)的使用状态。功能包含以电子邮件及讯息通知打印
机耗材及硬件配备短少的情况。让供货商更能了解使用者何时需要补充存货。更多
资料... 

特定版本资料 

并非全部 Printer Maestro 功能都能使用于 BarTender 的所有版本中。此外，
Printer Maestro 无法使用于基础版本。请参阅本白皮书中的 PrinterMaestro 总览
及本公司网站中的版本对照表来针对不同版本功能做比较。 

关于此白皮书 

本白皮书的主要目的为概述 Printer Maestro 是如何广泛的整合企业管理系统。虽
然某些内容包含许多技术性的使用步骤，但是本白皮书趋向大方向的解说，而不是
钻研技术细节。 

Printer Maestro 支持系统 

如需更多相关技术资料，请安装 Printer Maestro 后，按 F1 以取得整合支持系统。  

http://www.seagullscientific.com/aspx/featur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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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打印控制管理系统 (无 Printer Maestro) 
开始鉴赏 Printer Maestro 的能力及灵活度之前，让我们回顾从前没有 Printer 

Maestro 之下，传统 Windows 打印控制管理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能够让 Windows

如此成功的功能之一，就是它高灵活度的打印机驱动程序架构。这样在使用
Windows 程序时，可以支持上千台打印机，而不用专门为打印机额外写程序。然
而，Microsoft 没有提供 Windows 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法，来管理打印机运作到打印
结束之间的工作。试想一个 典型的 Windows 打印机和传真资料夹:  

 
一般 Windows 工作站的“ 打印机和传真” 资料夹只会显示这个工作站中现有的网络打印机。 

这个 Windows 工作站的打印机和传真资料夹，列出该计算机现有全部的打印机，
包括实际上连结在其它计算机的打印机。然而，虽然这个打印机和传真资料夹显示
出每一台打印机是否正在打印，但是却看不出个别打印工作的状态，例如是由哪一
个打印机运作。要查看详细资料，您必须双击相关的打印机后，打开另一个窗格来
检视等待的工作。并且您必须打开其它的窗格，来检视每一台打印机及您想了解的
每一台打印机内的打印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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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操作系统而没有 Printer Maestro 的协助之下，您需要打开相关的视窗， 

来检视每一个您想了解的打印机工作。 

相同的限制存在于设置打印机时: 您必须一次一台的设置打印机。此外，如果这个
工作站有安装相对应的 Windows 驱动程序的话，这个 Windows 工作站的打印机
和传真资料夹也只可以“ 看见” 打印机。(一个 Windows 的计算机是完全看不见任
何只有安装驱动程序在其它计算机上的网络打印机。)  总结来说，打印机及 打印
工作集中控制管理系统的设置概念，根本不是 Windows“ 原产品包装” 中的一部
分功能。这是我们创造 Printer Maestro 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Printer Maestro" 总览 
这一个字“ Maestro”  (义大利文“ master” )是一个对管弦乐或交响乐指挥的尊
称。这令人容易记得海鸥科技的“ Printer Maestro” 应用系统能帮助您，将您的网
络打印机控制管理系统指挥的更好。 

Printer Maestro 能够掌握 Windows 一次处理一台打印机的能力，进而在一个企业
层级提升打印控制管理系统，使之更强力而友善。我们认为如果原本 Windows 是
被设计成网络打印控制管理系统的话，Printer Maestro 该内置在 Windows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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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r Maestro 能够轻松在单一应用视窗内，同时控制管理数台打印机，数项打印工作及数台计算机。 

概述 Printer Maestro 的功能： 

统一化显示视窗: 不论是否从 BarTender 执行打印工作，Printer Maestro 提供单一
且方便的视窗，来检视工作台的所有打印机和打印工作。(限于自动化版及企业自
动化版本。) 

单一且集中化的检视企业中所有网络打印工作: 企业自动化版中 Printer Maestro 的
统一化显示视窗，可以检视每一台打印机的打印工作状态。Printer Maestro 装置
在一个网络系统之中! 请不要忘记，状态资料并不止于 BarTender 的工作 –  您也
可以检视其它应用系统传输而来的打印工作。  

单击进入网络计算机资料: 单击鼠标显示计算机窗格，使您更容易进入网络计算机
资料，节省您原本需要 “ 猎寻” 时间。 

企业自动化版让你轻易的就能 

检视打印机中的色带，标签或其它的耗
材使用情况。 

如果你的网络中有更多台打印机， 

 您可以轻易的上下浏览。 

可以在特定的窗格内，便利的检视关于这台计
算机，打印机或工作的外细节。 

在单一视窗内，就能
检视所有的网络现行
打印工作。 

只要单击转换，就可
检视网络及其它的打

印工作资料。 

现行工作表单也是 Windows 
“原产品包装”中没有的功能。 

企业自动化版中的配备控制功能，将耗
材及硬件收纳至“仓库”中，并且能够
追踪使用情形。 

网络计算机，打印机及打印工作的最新事
件，会出现在状态短讯中。可以用上下浏
览的方式检视事件内的表单。 

打印机窗格可以依据连结的计算
机，将每一个网络打印机整齐的
整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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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为数台打印机同时设置指定的驱动程序: Printer Maestro 让您同时选择数台打
印机，并且同时安装许多的现有设置。(相反地，Windows 传统打印设置的能力仅
止于单独设置个别印表机。) 

为远程打印机安装设置: 只要打印机被装置在一台有 Printer Maestro 计算机里，网
络中无论任何一台 Printer Maestro 计算机，都可以连结到打印机的安装设置。 

通知: 使用电子邮件和“ 即时” 短讯，来快速了解关于停滞的打印工作，及其它打
印的问题。(只限于企业自动化版本。)  

追踪打印机耗材: 可以追踪打印机色带及标签的消耗，并且通知“ 低” 存货的状态。
(只限于企业自动化版本。)  

控管硬件配备: 控管存货的状态不仅用于打印机耗材，也能用于硬件配备(如印字头，
记忆体，字型匣等)可以维持数位“ 仓库” (只限于企业自动化版本。) 

不需要运行 BarTender 

Printer Maestro 加入了许多有效 Windows 打印控制管理系统的功能，对 

BarTender 和其它软件使用者都有很大的帮助。然而，BarTender 跟以前一样不需
要客制化打印控制。 

"Printer Maestro" 详解 

请记住并非全部 Printer Maestro 功能都存在于所有的版本中。(请参阅前面“ 总览”
部分及本公司网站中的版本对照表来针对不同版本功能做比较。)   

统一化显示视窗 
如同在总览部分所述，Printer Maestro 提供一个类似 Windows 的打印机视窗，并
且融合一个可上下浏览的单一现行工作窗格来显示许多打印机工作的状态。(相反
地，Windows 传统式打印控制管理系统，在您要检视现行打印工作时，您需要为
每一台打印机各自开启独立的视窗。)   

http://www.seagullscientific.com/aspx/bar-code-label-software-featur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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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r Maestro 整合数台打印机及打印工作的控制管理系统，成为一个单一且容易了解的应用视窗。 

现在我们来进一步了解 Printer Maestro 接口的视窗窗格。  

大量资讯显示于一个简单的三窗格视窗 

如同以上屏幕图像所示，Printer Maestro 应用视窗以三窗格设置:  

上层显示范围: 根据预设，这只包含计算机控制打印机的打印机窗格。一些基
本设置和状态资料都是根据预设来显示，也可以选择性的查看更多额外的资
料。 

下层显示范围: 根据预设，这个范围包含 4 或 5 个标签式窗格(视你的软件版本
而定)，现行工作窗格则被预设置顶。 

资料窗格: 根据预设，这个窗格位于两个显示范围的右边，展示选择的计算机
和打印机的额外细节。 

使用 “ 制式化格式” , 或是依照您的需求客制化 

在开始逐一讨论三个展示范围的细节，我们要强调打印机，计算机和打印状态的展
示方式及各种窗格都是可重新配置的。这个预设的设置是为“ 典型” 使用者的需求
而设计。然而，三种客制化的基本格式能够轻松满足个别喜好。我们在这里粗略介
绍，并且在之后的“ 客制化显示 Printer Maestro 资料” 章节中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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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整理窗格的资料列 
在任何显示资料行列的窗格，您可以控管大部分行列的格式。 

“ 树状” 导览能够展示任何您想要的资料 
使用“ 树状” 型导览让您可以“ 展开” 及“ 合并” 一些显示窗格的各个交叉点。 

这样容易强调计算机和打印机的细节。 

在应用视窗内重新调整显示窗格的大小和排列  
您可以重新调整窗格大小，并且移动窗格至其它地方及移除窗格，使它能够显
示至其它的应用视窗。您甚至可以从一个显示范围，搬移标签式窗格至另一个
显示范围。  

如果在试验 Printer Maestro 显示设置后，您不喜欢您做的改变，却又忘记原本的
显示模式，只要选择检视，恢复预设模式即可。(请参阅最后章节来了解更多关于
如何客制化显示 Printer Maestro 资料。) 现在让我们来逐一来看看三个预设的展示
范围。  

打印机窗格 

预设在 Printer Maestro 上层显示范围的打印机窗格，是观看打印机的主要窗格。它
与 Windows 打印机和传真资料夹相似，除了取代原本只有一个又大又长，且连续的
打印机名单，进而将打印机(根据预设)有条理的依照连结的计算机或打印机服务器显
示。(如果您喜爱传统 Windows 的检阅方式，您可以关闭计算机的显示，只使用打
印机名称管理。)此外，不像 Windows 的传统打印机和传真资料夹，您可以在个别
的打印机按右键，来展示非传统的控制管理系统功能，例如设置远程打印机，包括
同时设置数台打印机(稍后会在此白皮书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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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r Maestro“ 打印机” 窗格与传统的打印机和传真资料夹相似，但差别在于打印机是根据所连
结的计算器排列。  

现行工作窗格  

预设在下层显示范
围(在打印机窗格的
正下方)的是现行工
作窗格。   

 

 

 

 

现行工作窗格是根据预设连结的计算机及打印机管理现行网络打印工作。
当没有现行工作时，现行工作窗格是空白的。  

虽然您会看见打印机列在打印机和现行工作窗格之中，但两个窗格显示非常不同的
资料。打印机窗格(刚讨论过)的打印机名单是相当静态的，在打印机窗格中最明显
的活动就是在状态列，可以看见打印机是准备中或是暂停中，也可以了解是否有任
何打印工作正在进行。(另外，如果您使用的是企业自动化版本，耗材测量仪列可
以显示标签，色带或是其它库存的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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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显示在现行工作窗格的行列相较是更为动态的，在平常的工作中经常出现及
消失。例如，当没有网络打印工作进行时，现行工作窗格正常会是空白的。然而，当
网络打印工作正在进行时，在现行工作窗格会(根据预设)显示计算机及打印机每一个
工作 的执行时间。如果数个工作在一个打印机中等待执行，它们会以预设被递交执
行的顺序排列。然而当一个打印机完成工作后，根据预设排列的打印机会从现行工作
窗格中 消失。如果没有网络打印工作进行，现行工作窗格再一次会成为空白。 

全部的打印工作都以时间排列 
现行工作窗格根据预设将计算机及打印机的打印工作组织起来，将每一台打印机
的所有工作以时间排列。无论是哪一台计算机或打印机执行，如果您要检视所有
以时间排列的打印工作，请操作以下步骤:  

1. 在现行工作标提条中按右键。 

2. 选择“ 分类” 选项。 

3. 点选无。Printer Maestro 将如以下图表，重新设置现行工作。  

 
只用时间排列来检视全部网络现行工作是很方便的。(而不是以计算机和打印机名称来管理。) 

完成工作窗格 

通常完成的打印工作都会在结束打印后，从 Printer Maestro 的现行工作窗格“ 消失” 。
这与 Windows 的传统打印机和传真资料夹预设的格式并没有不同。然而，当一个打印
工作执行并且结束时，从工作中途休息回来的您却没有任何明显关于成功完成这个打印
工作的记录。(当然，从打印机出来的一大叠标签是一项指标，但是有更好的方式观察
完成的工作。)  

检视完成工作的混乱方式  
保有完成的打印文件的选项，是一个很少被 Windows 打印机和传真资料夹使用的
管理方式。这样，工作不会消失，并且会留在打印机和传真资料夹里的各种“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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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名单中，但是状态却是“ 寄出” 。然而，这个选项(Printer Maestro 也有提供)

却很少使用。(事实上，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事情。)主要问题是这个功能会不断在
显示窗格中累积完成的打印工，直到手动删除它们。所以这个选项，一方面提供观
察过去完成工作的较佳指标，但是也会增加额外记录的负担。相反地，Printer 

Maestro 的完成工作窗格使您能够检视最近完成的工作，而没有清除的责任。 

完成工作是预设在下层显示范围的其中一个标签式窗格。根据预设，下层显示范围
展示现行工作，但是只需单击鼠标就能快速显示其它资料，包含完成工作窗格。 

 
在下层显示范围最下面的标签，能够让您随意的从现行工作转换 

至其它的网络资料。  

完成工作窗格看起来与我们刚才讨论过的现行工作窗格大同小异。最大的不同就是
它只列出 所有成功或是取消的打印工作。完成工作窗格中的名单会随着执行更多
打印工作后自动增加。然而，有两个理由让您不用担心需要删除它们:  

因为完成工作与 现行工作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窗格中显示，您不需要担心完成工
作冗长的名单会干扰您了解现在进行的工作状况。 

在完成工作标签内最早完成的打印工作会在超过 100 个工作后自动删除。这让
您可以在回顾过去完成的工作与清除名单之间取得平衡。(您可以根据您的需要
更改 完成工作最大的纪录数值。) 

事件窗格和状态讯息  

当您管理大量的网络计算机和打印机时，您面对了一个更艰难的挑战就是能够快速
确认是否设备都是正常运作。当然，您可以分别检测所有计算机及每一台打印机来
确认计算器们都是“ 上线” 及打印机都是“ 准备中” 。然而，如果您的网络中有上
千台的计算机和打印机，就无法快速检视每一个状态。(无论您尝试使用计算机的软
件或是实际巡视它们。)  

Printer Maestro 优秀的事件处理能力，由一个简单而有帮助的指标，来显示打印或
是其它网络的问题。当事件在 Printer Maestro 的以下项目发生状态改变: 

• 打印机 

• 打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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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 

• 耗材使用情形 

• Printer Maestro 资料库 

如果您可以轻易侦测这些事件，便可以轻易找到及解决问题。例如，在 Printer 

Maestro 里，如果任何地方的其中一台网络计算机无法运作时，您会收到如以下的
讯息: 

计算机‘ JJPC’ 现在下线。 

或是，如果打印机用完色带时，您可能看见: 

错误‘ 运送标签’ : 色带用完。 

Printer Maestro 有三种方式来提供您事件的资料:  

• 状态讯息: 在应用视窗最下面显示最新事件讯息。 

• 事件窗格: 位在“ 较下层” 的标签式窗格，以时间排列事件顺序。 

• 通知: 在稍后的章节中，我们会说明如何有效使用电子邮件和短讯来传送事
件的资料。  

让我们进一步观察事件窗格... 

 
事件窗格显示可能会影响您的计算机，打印机和工作的历史事件纪录。这会帮助您 快速分辨问题所
在或需要注意的项目。 

在事件窗格的最上方，能够通知您最新发生的事件，所以您可以轻易注意到状态的
改变。在任何时候，最新发生的事件也会显示在 Printer Maestro 应用视窗最下方
的状态讯息中。这样代表就算您喜欢保持显示现行工作 窗格而不是事件窗格，重
要事件还是会出现在您的系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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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观察事件及现行工作窗格  
不要忘记全部 Printer Maestro 的显示方式都是可以高度随意配置的。如果您不
要从事件窗格或是现行工作窗格中选择其一，而且您的屏幕 又够大的话，您可
以在不同地方，“ 固定” 事件窗格或是简单的将它“ 拖曳” 至屏幕的另一边。  

 
您可以随意的调整事件窗格的位置，让您可以同时看见它和现行工作窗格。 

Printer Maestro 应用系统的每一种显示窗格，都可以用相同方式客制化。 

资料窗格 

根据预设资料窗格是在 Printer Maestro 的第三个显示范
围，它位在之前所述上下两层显示范围的右边。资料窗
格提供您一个方便的方法检视更多网络打印机，计算机
和打印工作的详细资料。  

如之前所述，预设打印机和现行工作出现顺序，会出现
在 Printer Maestro 应用视窗的上下两层显示范围。
Printer Maestro 一般只会在这些窗格展示最重要的资
料，并且预设关闭许多较无关的内容。您可以随意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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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据列按右键，来启动额外资料。然而，您并不希望因为可以这么做，就在屏幕
里堆积太多的资料，尤其是您只有这么丁点大的空间时)。Printer Maestro 的资料
窗格使得展示特定项目的详细资料变得更加容易，而不需要堆积在您的屏幕里。  

资料窗格中的内容不是直接设置的， 它是由您在其它的窗格选择其中一个项目所
决定的。例如当您在打印机，现行工作，计算机或是其它 Printer Maestro 窗格里
选择其中一个项目，整行列目会被指出，并且当这个项目有其它资料时，它会自动
显示在资料窗格内。这个附加的资料只会在您选择其中一个项目时显示，所以您屏
幕不会充满每一台打印机，打印工作或是计算机的附加资料(依照您所选择的)。  

任何 Windows 程序的打印工作都能使用! 

Printer Maestro 不仅局限于使用在 BarTender 标签控制管理系统。它的大众用途
是深度整合 Windows 操作系统中现有的打印控制管理功能。Printer Maestro 整合
Windows 内现有的资料，成为单一，方便并且能够  高度重新配置的视窗。 

单一化的检视企业中所有网络打印工作  
我们刚才了解一般 Windows 需要数个视窗，Printer Maestro 是如何在单一视窗就
能显示打印工作资料。 

自动化版: 
当 Printer Maestro 安装在使用 BarTender 自动化版工作站时，这个单一视窗仅
限用于，每个工作站的 Windows 打印机和传真资料夹内，安装的本地及网络打
印机。  

企业自动化版: 
当您在装有 BarTender 打印服务器企业自动化版的工作站运行 Printer Maestro

时，只要网络计算机安装了 Printer Maestro(请参阅本白皮书后面相关章
节。)，您可以实际检视连结在它每一台打印机里的个别打印工作。再一次强
调，这个优异的企业控制管理能力，可以应用在所有的打印工作之上 –  不只是
在 BarT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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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自动化版中，您可以检视网络里每一台打印机及打印工作。  

不是全部的系统都需要安装 BarTender 

在计算机上使用 Printer Maestro 来检视打印机和打印工作时，BarTender 也需要
被安装在相同的计算机里。然而，只需要安装 Printer Maestro 至远程计算机，便
足够使它们的打印机和打印工作被其它也运行 Printer Maestro 的计算机看见。此
外，当您检视一台装有 BarTender 企业自动化版的计算机时，您避免本来需要增
加两个配置的负担: 

• 您不用替正在检视的计算机安装远程打印机驱动程序。 

• 您不用将远程计算机的打印机设定成“ 分享” 。 

容易控管远程计算机的系统 
我们创造 Printer Maestro 是用来帮助简化打印机和打印工作的控制管理系统，尤
其是在大型的网络系统中。请记得，Printer Maestro 不是给您像 Windows 打印机
和传真资料夹一样冗长的名单，您能看见打印机连结在 哪一个网络工作站和服务
器上。Printer Maestro 也能提供您在计算机窗格内 “ 只有计算机” 的网络系统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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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方式。事实上，您可以进入两个网络资料视窗，取得比 Windows 视窗更轻松的
使用方式及更有用的资料: 

• 能够较佳的检视网络计算机: Printer Maestro 提供网络系统检视式，比
Windows 的网络显示视窗更便捷，并且提供额外有用的资料。 

• 更容易管理所有的计算机: Printer Maestro 给您更快且更容易的方式，来查
看您的网络中任何计算机的详细资料，并且(在安全设定允许中)做更动。  

让我们来探索这两项功能的细节。 

能够较佳检视网络计算机 

为了进一步了解 Printer Maestro 计算机窗格优异的速度和实用性，让我们回想一
下传统 Windows 检视网络计算机的步骤。 

使用传统 Windows 的方式: 

1. 使用传统 Windows 方式，先双击我的网络图标 

2. 在引导选项选择全部网络系统 

3. 双击 Microsoft Windows 网络系统 

4. 双击您想浏览的网络域名。  

5. 观看计算机的名单。 

除了要通过这些步骤外，当网络终于显示后，Windows 不是真的能够提供很多资
料 –  只是计算机的名单。并且，如果其中一台计算机在您更新名单后，才从网络
系统中移除，您必须双击检视才会知道这个情况。这个时候 Windows 会“ 搁置”
一段时间，它会不断闪动来寻找所需的计算机，一直到最后 Windows 才告诉您找
不到这个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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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传统 Windows 工具检视网络计算机，您需要做许多点击， 

但却不会得到很多资料。 

相反地，只需单击，Printer Maestro 就会显示计算机选项。此外，创新的使用者接
口在一个可上下浏览的单一视窗中，显示合并后网络域名和域名员的名单。 

 
Printer Maestro 的计算机窗格可以单击后进入，并且立即提供关于您的网络系统， 

更多更有用的整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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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看更多或者也许更少的资料吗?欲观看更多计算机的资料，只要简单的单击资
料选项就能显示额外的资料。相反地，从一个或多个现有域名来隐藏全部的计算机
资料，只要点击适当的“ 树状” 节点来“ 合并” 相关计算机名单。 

 

图示中的网络域名“ QA” 现在已经被合并了。此外，如果您选择一台计算机(如上图的
BTINSTALLERPC)，Printer Maestro 会在资料窗格中显示展开的详细内容。 

更容易检视及管理计算机的配置 

如果您是懂得重新配置各种
Windows 设置的使用者，当您在
Windows 我的计算机图标按右键
并选择管理时，您可能看过相关
对话视窗会弹跳出来。您可以从
这里检视及配置许多 Windows 的
设置和维修的功能。 

很多人不知道，(如果您有足够的
网络权限的话) Windows 实际上让您观看和配置这些网络上其它计算机的资料。然
而，一般的 Windows 使用者对操作，连结另一台计算机的执行顺序并不熟悉，无
法观看和管理另一台计算机的设置。相反地，Printer Maestro 网络计算机里的计算
机控制管理对话视窗，使您可以轻松在计算机窗格中，按右键并选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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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的安全设定将受到尊重 

矛盾的是，有些人对 Printer Maestro 是如此快速且容易的展示远程网络计算机的
配置细节感到慌张。在正确评估这个安全风险时，以下因素必须考虑在内: 

• Printer Maestro 如同 Windows 一样，是使用完全相同的计算机控制管理功能
检视远程网络计算机 –  只是 Printer Maestro 使得数台计算机更容易运作。 

• 标准的 Windows 网络安全设定从来不会被忽视。(如果 Windows 本身不允
许这个使用者检视或管理这个远程计算机的设定，Printer Maestro 也不会允
许这个动作。) 

• 虽然您可以在远程计算机中检视，停止及开始 Windows 的服务(如果您有足
够的网络权限的话)，但是您不可以增加或删除未使用中的计算机服务。 

所以总结来说，虽然 Printer Maestro 使许多 Windows 的现有任务更简单的被使用，
并实际引进了许多企业化控制管理功能，但是 Printer Maestro 不忽视 Windows 的安
全和网络域名控管服务。(事实上，即使您想这么做的话，Printer Maestro 也不能做
到。) 

安全考虑 

再次强调，Printer Maestro 不管在任何方面都从不忽视您的网络安全设定。然而，
如果您的网络安全配置允许，Printer Maestro 可使检视更为容易，也可从远程计算
机改变设定。因此，重要的是技术部经理应该永远了解，并且正确的配置您的网络
安全设定。 

为数台打印机同时配置驱动程序设定 
Windows 的传统打印机配置功能，可以在 Windows 打印机和传真资料夹内按右键
更改打印机的设定，并且从每一台打印机的功能对话视窗个别配置设定。您无法为
特定的打印机配置特殊的打印机设定，但是有一些打印机驱动程序设定是共享的。
Printer Maestro 利用这个情况，设定允许同时配置数台打印机! 最好的是，这个使
用者接口与 Windows 打印机和传真资料夹的功能相似，不需要特别重新学习: 

1. 在 Printer Maestro 打印机窗格中，选择您要更改设定的打印机。(点击并且
同时按下 SHIFT键来连续选择数个打印机，或点击并且同时按下 CTRL键来
选择数个不同组合的打印机。这会使数个打印机被“ 反白” 来表示出它们是
被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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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 Windows 现有的标准功能，Printer Maestro 能够同时为数台将数台打印机配置所需要
的设定。 

2. 下一步，在其中选定的打印机按右键及选择功能，如同您在 Windows 打印
机和传真资料夹一样。 

3. 一个很眼熟的对话视窗会显示出来。然而，打印机名称之后会显示数个打印机
功能，而不是单一打印机功能。虽然这个对话视窗看起来好像在 Windows 见
过，但事实上这是 Printer Maestro 的一个特殊功能，立即建立共享打印机选
项中的共同对话视窗。 

4. 依照自己喜好随意配置任何显示选项及按下 OK。这个设定会为选择的打印
机做出适当的更动。 

再一次强调，这个功能只能应用在选择的数个打印机中的某些共同设定。这个一般
包含安全，程序与假脱机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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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r Maestro 从数个打印机中合并配置选项，使它成为单一的共同对话视窗。 

容易为远程打印机配置设定 
Windows 提供两个传统的方式来配置远程计算机的打印机，与 Printer Maestro 比
较都各有一些限制。 

传统方式#1: 使用本地“ 打印机和传真” 资料夹 
一台计算机里的 Windows 打印机和传真资料夹，可以远程命令在另一台(远程)

计算机的打印机，只要您预先在远程计算机中，将它的打印机设置为共享。此
外，也必须安装打印机驱动程序在远程计算机中的打印机。这可能对一两台打
印机来说是很容易的。但是考虑一个在 500 台计算机的网络系统中，每一台都
连结了两台打印机(这样一共有 1,000 台打印机)。要从打印机和传真资料夹指
令全部的打印机，您需要设定这 1,000 台打印机至共享，并且要在每一台您想
要使用远程指令的计算机中，建立 1,000 个打印机驱动程序配置。虽然这是一
个极端的例子，这却正确指出 Windows 最通用的传统方式会衍生出来的规模问
题。 

传统方式#2: 进入远程计算机的 “ 打印机和传真” 资料夹 
如果您有足够的网络权限，以另一个传统 Windows 方式，在每一台远程计算机
中个别进入打印机和传真资料夹。然而，如同刚才所述的例子，这个方式也会
在数字上做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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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r Maestro 的方式 

如上述所示，传统 Windows 配置远程打印机的方式难以操纵，并且到某一个程度几
乎不可能用于非常大型的网络系统。相反地，您只要在相关远程计算机中安装
Printer Maestro，就可获得远程打印机配置功能。然后，简单的在 Printer Maestro

显示视窗内所需的打印机按右键并且开始配置! 

企业自动化版: 
当 BarTender 企业自动化版与 Printer Maestro 安装在用来检视的工作站中，并
且安装 Printer Maestro 在与远端打印机们连结的计算机上，您只需安装相关的
Windows 驱动程序在确实拥有打印机们的计算机内。(您也不需要安装驱动程
序在用来检视的计算机内。)  

自动化版: 
当 Printer Maestro 安装在运行 BarTender 自动化版的工作站时，使用 Printer 

Maestro 安装打印机驱动程序配置的远程打印机，用来检视的计算机们 以及连
结远程打印机(们)的计算机(们)。  

Windows 的安全设定将受到尊重 

Printer Maestro 使用并完全遵从标准 Windows 安全结构。这代表如果您 不要让使
用者在另一个计算机有权限进入，并更改某个打印机的设定 Printer Maestro 不会
忽视这些限制。 

通知 
事实上当有事情发生时，Printer Maestro 可以做到不只是单纯
的在屏幕里显示打印发生的问题或是记录它们 – 它还可以发信
息到手机。这代表您不用在生产标签的重要时刻，还必须待在
您的计算机旁边。 

Printer Maestro 传送电子邮件和“ 即时” 讯息，让您能确认许
多错误及警告的状况 。让您收到这些警告通知的状况包含:  

• 打印机下线 

• 计算机下线 

• 纸量低或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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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带量低或用完 

• 特定打印机的错误讯息，例如印字头发生问题。 

 
Printer Maestro 使您轻易的确认各种可能发生的打印问题 

并非全部 Printer Maestro 功能都能使用于 BarTender 的所有版本中。此外，
Printer Maestro 无法使用于基础版本。请参阅本白皮书中的Printer Maestro 总览
及本公司网站中的版本对照表来针对不同版本功能做比较。 

追踪打印机耗材及硬件配备的使用状态 
其中一个令人期待的新功能，是企业自动化版中 Printer Maestro 也能追踪打印机
耗材(如色带，标签)及硬件配备(如印字头，记忆体，字型匣等)的使用状态。功能
包含以电子邮件及讯息通知打印机耗材及硬件配备短少的情况。供货商更能了解使
用者何时需要补充存货。 

现在这些功能的详细资料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 

• Printer Maestro 的帮助系统 

• The “ BarTender 9.0 的最新消息” 白皮书  

2009 第一季公布的最新白皮书“ BarTender 9.0 的最新功能” ，深入介绍打印机
耗材及硬件配备的使用状态。 

http://www.seagullscientific.com/aspx/features.aspx
http://www.seagullscientific.com/docs/whitepapers/WhitePaper_WhatsNewInBT9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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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rinter Maestro 客制化显示资料 

当您第一次安装 Printer Maestro，它会以预设的配置满足大部分“ 典型” 的使用者。
然而，关于打印机，计算机和打印工作资料的显示，及 Printer Maestro 应用视窗窗
格的配置都是可以高度重新配置的。在这一章节中会介绍三种基本客制化方式的资料
检视。 

使用个别窗格来客制化显示资料  
在大部分 Printer Maestro 的显示窗格，历史记录和重印控制台是以行列来显示资料。
虽然每一个这样的窗格都有预设的配置，很多方面的格式都能重新配置，包括: 

• 哪一列可以用来显示。(您可以随意启动及取消列目。) 

• 每一列的宽度。 

• 列目的展示顺序。 

• 哪一列目决定行目资料的排列顺序。 

• 决定行目是以递增或是递减的排列顺序。 

以下是客制化 Printer Maestro 显示窗格的简单步骤，但是大部分都是在
BarTender 标签控制管理系统中。  

改变行目的显示排列顺序:   

• 点击资料列的标签后，根据列目资料重新整理窗格。再一次点击来显示相反
的内容。 

重新排列列目:  

• 随意用鼠标左右“ 拖曳” 标签。 

移除现有列目:  

• 在现有列目名单标签上按右键，勾选您要开启的列目。(请注意当客制化打
印机窗格时，如果您要移除计算机列目，打印机窗格看起来与 Windows 打
印机和传真资料夹完全相同。)  

加入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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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检视目前没有显示的资料列，可以在现有列目名单标签上按右键，简单的
点击没有选取的列目来显示它。 

 
在这两个例子中，现行工作窗格的 Windows 打印工作，可以递交时间展示于右边，或以工作名称
展示于左边。 

在稍后“ 客制化应用视窗” 的章节，使用个别窗格来客制化资料显示之外，您也可
以客制化您窗格的位置及或把它放置在一起。 

使用 “ 树状”  型导览让您可以 “ 展开”  及 “ 合并”  窗格内的行目 
当要在一个视窗里显示很多的资料时，按下可展开的“ 树状节点” 就可以避免“ 很
大的混乱” 。依照您的喜好，您可以合并任何数量计算机和打印机来检视较少的网
络打印机和打印工作。或是您可以展开节点来检视更多或者所有网络打印机及相关
工作。  

 
在左边，在现行工作窗格的计算机和打印机被“ 合并” 了。在右边，它被“ 展开” 来显示更多关于
现有打印机和打印工作的详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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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视窗内重新调整显示窗格的大小和排列  
在稍早的白皮书介绍过，Printer Maestro 显示窗格是多么容易显示客制化的资料。
此外，您也可以进一步客制化 Printer Maestro 应用视窗的窗格与显示范围 。跟之
前讨论的一样，Printer Maestro 预设显示: 

• 打印机窗格，位在上层显示范围。 

• 现行工作窗格 ，现有的“ 标签式” 窗格位在下层显示范围。 

• 资料窗格，位在上述两个显示范围的右边。 

虽然这是非常好用的格式可以用来快速交流很多网络资料，使用者可以重新依照自
己的需要组装格式。这些包括: 

• 展示范围重新调整大小。 

• 展示范围可以移除和“ 固定” 在屏幕的一边。 

• 又或者，窗格可以从左边 “ 拖曳” 至其它的显示范围。 

• 在显示范围内，标签式窗格可以重新安置在其它的显示范围 

• 标签式显示范围可以“ 随时隐藏” ，所以它们可以“ 卷起” 并且只有显示了
Printer Maestro 边界的标签。然后。当您需要进入它的功能时，您可移动您
的鼠标至可见的标签将它卷起来。 

客制化 Printer Maestro 应用视窗比人们想象的还容易。所以如果您认为预设的配
置不是最适合您的，试着到处移动各种显示范围和视窗。只要您开始“ 拖曳” 标签
条或窗格标签，屏幕会出现潜在的固定目标和可能的显示位置，或是您可以随时移
动回去。  



白皮书: Printer Maestro 

页 29 

 
如果您要客制化您的应用视窗，屏幕暗示会显示出窗格的精确位置。 

容易回复预设的配置  
如果在试验 Printer Maestro 显示设置后，您不喜欢您
做的改变却又忘记原本的显示模式，只要选择检视，
恢复预设模式即可。   

Printer Maestro 服务 
要让 Printer Maestro 应用系统能“ 看见” 远程计算机
及电脑，Printer Maestro “ 服务” 一定要在远程计算
器运作。 

将你的窗格拖曳至这个小小的标签图标中，
来移动窗格至不同的标签组。 

 

将选择的窗格拖曳至其中一个固定目标来固定
至新的位置。 

 

当你随时放开鼠标，蓝色的长方形窗格，显示窗格会
出现的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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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服务?”  
“ 服务” 是一个甚至在没有人登陆的时候，随时无形的在计算机“ 背景” 运作的
程序。服务表现于很多种功能之中，并且通常用于增加低程度的沟通，和资料进
入一个或更多程序的能力。(服务通常被其它的程序使用，而不是直接被人们使
用。) 

Printer Maestro 服务负责监视计算机中打印机和打印工作的状态，并且通报这些资
料至网络在别处的 Printer Maestro 应用系统。 

执行安装  

Printer Maestro 服务是自动安装在任何有 BarTender 的计算机上。然而，为了要
使 Printer Maestro 看见没有安装 BarTender 计算机的远程打印机和打印工作，您
必须依照下列步骤手动安装 Printer Maestro 服务: 

• 在远程计算机中，开始 BarTender 安装程序(既使您不是安装 BarTender)。 

• 当 BarTender 设置精灵显示设置种类对话视窗，选择只有 Printer Maestro
服务的选项。 

• 点击下一步并且完成安装程序。 

 
为了要使 Printer Maestro 看见没有安装 BarTender 计算机的远程打印机和打印工作，您必须在远
程计算机中安装 Printer Maestro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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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您的服务  

Windows 允许您使用计算机控制台检视和管理装置服务。(这不是经常需要，通常
是技术部经理完成的。)步骤是: 

1. 在我的计算机 按右键(在桌面的图标或开始清单选择)。 

2. 选择管理。 

3. 点击展开服务和应用图标。  

4. 选择服务来显示及配置安装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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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gull 现有白皮书 

常规白皮书 

• Drivers by Seagull 的优势 

配套应用程序 

• Printer Maestro 第一部: 企业打印管理系统 

• Librarian 
• BarTender Security Center 

• BarTender Web 打印服务器 

最近升级 
• What’s New in the Latest BarTender 

集成白皮书 

• 集成概述 

• Commander 

• Commander 示例 

• BarTender 的.NET SDKs 

• BarTender's ActiveX Automation Interface 
• Exporting Printer Code Templates 
• Using BarTender with Remote Desktop Services and Citrix XenApp 
• Integration with Oracle's WMS and MSCA 
• Integration with IBM WebSphere Sensor Events 
• Integration with SAP 

其它白皮书 
• Weighing Scales 
• Dynamically Changing Objects at Print Time using VB Script 
• GHS Compliance Labeling 

• BarTender 自动化版授权 

• Printing International Characters Using BarTender 
• BarTender Software Activation 
• Using BarTender's Application Identifier Wizard 

• Optimizing Output Performance 
• Status Monitor Overview 
• Silent Install 

若要获得可下载版本，请访问： 
www.seagullscientific.com/aspx/white-paper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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