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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觀

您可使用BarTender執行一套複雜的列印系統，能直接與各種商業系統整合，包括SAP和
Oracle。

透過使用BarTender 的 Integration Builder您可建立高度客製化的整合，無縫將BarTender的列
印功能與任何企業的商務系統整合。當您要建立一項整合作業時，您可定義需由BarTender
的 Integration Service所監測的觸發事件；接著當事件發生時，該服務即會執行您所指定的動
作。

透過使用整合功能，您可從外部系統匯入資料並自動執行工作，無需啟動BarTender或其他
應用程式。

BarTender 原生整合平台是由兩種使用者應用程式所組成 ( Administration Console與
Integration Builder) ，以Windows為基礎的服務共同運作 ( BarTender整合服務與  BarTender Print 
Scheduler Service) ，確保您的列印作業始終順利進行。您可使用靈活與強大的平台進行企業
級的工作，如以下：

 l 當一項觸發事件發生時即會自動開始一項列印工作，如接收一則電子郵件訊息、儲存
檔案或修改資料庫。

 l 透過TCP/IP、 UDP 或HTTP連結和與客戶端溝通。

 l 進行基本的檔案操作，例如移動、重新命名、刪除或複製。

 l 透過利用BarTender提供對SAP、Oracle和 IBM WebSphere連線的支援使其與企業資源規
劃 ( ERP) 系統整合。

例如：假定您的ERP系統固定投放一個資料檔至特定的網路資料夾位置或雲端資料儲存庫。
透過使用 Integration Builder，您可建立一項整合作業以監測固定投放檔案的位置，並在一個
新檔案被投放於該位置時自動執行一種以上的動作。動作可包括轉換檔案、列印文件、寄
送電子郵件訊息及許多其他功能。

所有來自一項整合作業的列印工作會經由Print Scheduler Service發送到印表機。此服務可聰
明的指定工作至列印引擎以將性能表現極大化，同時維持列印秩序與任何序列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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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BarTender原生整合平台

BarTender 提供許多與其他商業系統整合的方式。透過使用下列工具，您可建立、配置、部
署並管理您的整合作業：

 l Integration Builder
 l Administration Console

此外，在這些功能背後，下列以Windows為基礎的服務將執行您的整合作業，並將您的企業
環境自動化。

 l BarTender Integration Service
 l BarTender Print Scheduler Service

本文件說明這些服務，以讓您更加瞭解BarTender是如何運作整合功能並確保您的列印作業
始終順利進行；但通常您不需與這些任一項服務進行互動。

Integration Builder
Integration Builder讓您輕鬆建立自己的整合檔案。整合檔案為專有的XML文件，定義一項或
多項整合作業。各整合作業是由一個觸發事件及一項或多項動作所組成。( 欲監測一個以上
的觸發事件，則您可為每個事件分開建立整合作業。)

您也可使用 Integration Builder編輯和測試整合檔案，並部署至 Integration Service。待您部署整
合檔案後，Integration Service將開始監測您所指定的觸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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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nistration Console         
使用Administration Console的整合部分以部署並
監測伺服器上所執行的整合作業。當 Integration 
Service偵測到該觸發事件並執行相應動作時，
您可隨時監測整合作業所記錄的訊息。

使用Administration Console的  Windows Services 
部分以開始或停止 Integration Service 和Print 
Scheduler Service。

BarTender Integration Service
Integration Service監測整合作業的觸發事件。當
偵測到一筆觸發事件時，其以執行動作為反
應，例如轉換資料及以該資料列印一份
BarTender文件。在檔案事件的情況下，待處理
的資料可能來自檔案本身所收集的內容。在
TCP/IP要求或序列埠事件的情況下，所收集的
資料可能要從寄到該連線的內容而來。

Integration Service可能處理的動作就如為
BarTender文件發送一項列印指令至Print 
Scheduler Service般簡單。然而，還有許多 ( 以及
更複雜 ) 的動作獲支援， 如附錄  B可執行的動作。

Integration Service可管理任何數量的整合檔案。您可部署一個新的或已更新的整合檔，而不
影響其他已在執行的整合作業。

BarTender Print Scheduler Service
Print Scheduler Service管理BarTender的列印引擎並聰明的指定工作至列印引擎，並將性能表
現極大化，同時維持列印秩序與任何序列化要求。它使用單一共用的列印引擎，讓資源有
效運用。Print Scheduler Service可確保以下事項：

 l 在特定印表機列印的工作，依收到列印要求的順序永遠從該印表機印出。

 l 當文件包含可變更的內篏式資料如序列化計數工具，這些文件肯定在單一列印引擎
處理，以確保依正確的順序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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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整合作業

使用 Integration Builder建立一個整合檔案，其包括一個或一個以上的自訂整合。整合檔案中
的各整合作業包括以下：

 l Integration Service監測的一筆觸發事件

 l 當偵測到觸發事件時，Integration Service會執行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動作

例如，一個整合檔中的簡單整合可能類似以下情況：

 l 觸發事件：建立一個新的檔案

 l 動作：使用檔案中所包含的資料列印BarTender 文件，接著發送「列印完成」訊息至訊息
紀錄。

此範例中每次在所監測的目錄中儲存一個新檔案時，即自動列印一份BarTender文件，並在
電腦中記錄一項訊息。透過這樣的方式使用整合作業，公司即能實施一套結合自動化列印
作業的基礎稽核機制。

欲進一步瞭解如何建立一個整合檔案，請參閱BarTender 說明系統中的 Integration Builder部
分。

整合

一項整合作業可對  Integration Service僅一筆觸發事件。

通常，一項整合作業包含 Integration Service讀取及執行動作的資料或資訊。例如，一項包含
列印時間資料的整合作業不僅觸發列印工作，亦隨列印指令寄出所包含的資料，資料便能
讀入文件並進行列印。這樣的整合作業也包含Print Command指令碼或BarTender XML 
(BTXML) 語法，以供BarTender執行或可在執行動作時指定特定數值的變數。

一項整合作業無論如何不需包含資料或資訊。例如，您可配置一個空白檔案投放至一個特
定位置，以檔案的存在 ( 非其內容 ) 指引 Integration Service開始執行特定的動作。

欲瞭解可用的整合類型的完整列表，請參考  附錄  A：可用的整合類型。

動作

每個整合作業僅可指定監測一筆事件，但可對該事件反應進行多項動作。除了列印
BarTender文件的動作 ( 包括BarTender流程檔案、BTXML語法、列印命令的語法 ) 外，
Integration Builder還提供各種其他類型的動作以滿足您的需求。例如，您可能需要轉換資料
( 可從XML至XSLT或從SAP AII至BTXML) ，發送一則訊息至訊息紀錄，或建立一個While迴圈以
持續執行一組動作直到達到所指定的條件為止。Integration Builder動作支援這些和其他更多
的要求。

欲瞭解可執行動作的完整列表，請參考  附錄  B：可執行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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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整合作業

在您在實際環境中使用整合時，您應進行測試以確保依設計發揮作用。透過使用 Integration 
Builder，您即可測試各整合作業為測試檔案的一部分，且個別測試各整合作業所執行的每
個動作。

BarTender 系統服務務必執行，讓您可接收任何來自測試的訊
息。

測試所選的整合作業

欲測試所選的整合作業，點選測試標籤，接著點選開始引導 Integration Service開始監測該整
合觸發事件。接著，執行觸發事件。當您如此進行時，整合窗格與動作窗格呈現測試結果摘
要。

屬性頁下方的輸出窗格列出整合與其動作所產生的錯誤、警告與訊息。若整合作業或任何
動作失敗，您可回顧這些訊息以決定成因。

當整合作業通過測試，其已為部署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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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動作

在您為一項整合作業配置後，您可進行個別測試。欲如此進行，選擇 Integration Builder 左邊
導覽窗格的動作，點選測試標籤，接著點選測試動作。

與BarTender的 Integration Builder整合 8



部署整合

欲部署一項整合作業表示將其儲存至伺服器位置，能為BarTender Integration Service使用。

欲部署您的整合檔案，點選在 Integration Builder工具列中的部署標籤，接著點選部署。

這項作業啟動部署整合檔案精靈，其用於選擇部署位置，並在部署發生時進行排程。

當您點選結束即關閉精靈  ，整合檔案便依照您所指定的排程部署至所選的伺服器。此外，
Administration Console會打開整合或部署頁 ( 視部署排程而定 ) ，您便可檢視部署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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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可用的整合類型

以下為 Integration Builder中可用的整合類型。

整合標的 描述

檔案

Integration Service可為一個新檔案的到來監測特定檔案系統或位置。可

監測到的位置包括本機檔案系統或網路分享、Librarian或所支援的雲

端儲存位置。

Web 服務 Integration Service 監測一個網路服務需求的到來。

資料庫

Integration Service監測一項資料庫變更。該服務在固定時間區間選出所

指定的資料庫，當偵測到一筆新的紀錄時，將擷取該筆資料並用以進

行列印工作。

電子郵件 Integration Service監測要收到一則電子郵件訊息。

網路通訊端
Integration Service監測傳輸控制協定 ( TCP) 或用戶數據報協定 ( UDP) 資
料的到來。 

序列埠 Integration Service為資料的到來監測一組序列埠。

訊息佇列 Integration Service監測微軟訊息佇列訊息的到來。

時間排程

Integration Service監看特定的時程表或重複間隔發生 ( 例如每五分鐘 )
並依該時程或間隔執行整合。此類整合對執行週期性的指令碼很有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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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可用動作

以下為 Integration Builder中的可用動作。

列印動作

動作 描述

列印文件 每次整合執行時，列印一份BarTender文件  

列印BTXML語法
發送BarTender XML (BTXML) 語法至BarTender以處理代碼，並完成代碼

所定義的工作。

列印命令的語法
分析並執行一項列印指令的指令碼，其為 Integration Service可讀取並執

行的指令與資料的組合。

轉換動作

動作 描述

搜尋並取代 針對特定來源搜尋文字或符號，接著以所提供的內容取代之。

搜尋並在其前方插入
針對特定來源搜尋文字或符號，接著以所提供的內容插在該資料之

前。

搜尋與在其後方插入
針對特定來源搜尋文字或符號，接著以所提供的內容插在該資料之後

方。

搜尋與刪除 搜尋並刪除特定來源中的文字或符號。

搜尋並刪除之前的一

切
針對特定來源搜尋文字或符號，接著在搜尋字串之前刪除所有資料。

搜尋並刪除之後的一

切
針對特定來源搜尋文字或符號，接著在搜尋字串之後刪除所有資料。

來源文字起始處插入
開啟一個特定的來源，並在來源文字起始位置插入所提供的文字或

符號。

來源文字末端插入
開啟一個特定的來源，並在來源文字末端位置插入所提供的文字或

符號。

文字轉換成紀錄組
將文字的來源轉換成一組依範例文字資料庫定義的紀錄，接著將該

紀錄另存為一個可於後續動作使用的變數。

使用XSLT轉換XML 使用一個XSLT樣式表，從其原始XML格式將其他應用程式輸出的XML
轉換為其他XML格式。重新格式化的XML接著歸為輸出變數。

Oracle WMS和MSCA對
BTXML的列印請求

將Oracle WMS 和MSCA列印請求轉換成BTXML語法。

從SAP AII 至  BTXML 轉換一個SAP AII封包為BTXML語法

BTXML Print Response 
轉換成 IBM WebSphere 
Sensor Events

將BTXML語法的列印結果轉換成 IBM WebSphere Sensor Event網路服器

可接受的格式。其結果儲存於可供後續Send Web Service Request動作

上傳的變數。

IBM WebSphere Sensor 
Events 轉換成  BTXML 將sensor event所產生的列印請求轉換成BTXML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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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WebSphere Sensor 
Events 轉換成有列印

狀態的  BTXML 

將sensor event產生的XML列印請求轉換成包含列印狀態的BTXML語法。

此動作是搭配用於一個指定雙向列印介面的sensor event，如此在工作

完成後，該工作狀態可回報給呼叫的應用程式。 

輸入動作

動作 描述

從網路通訊端讀取 指引 Integration Service從TCP或UDP讀取輸入的資料。

從序列埠讀取 指引 Integration Service從序列埠讀取輸入的資料

讀取檔案 指引 Integration Service在任何支援的檔案系統讀取檔案內容。

等待檔案
指引 Integration Service為特定檔案或檔案類型監測特定資料夾。當偵測

到該檔案便執行動作。

輸出動作

動作 描述

發送  Web服務請求 發送一個HTTP請求至web service (REST或SOAP)。

發送電子郵件 發送一封電子郵件訊息至您指定的電子郵件帳戶

發送至網路通訊端 透過TCP或UDP發送資訊。

發送至序列埠 撰寫資料至序列埠。

發送訊息佇列 寫一則訊息至MSMQ。

撰寫檔案 撰寫內容至一個檔案。

撰寫訊息至紀錄 發送資訊至訊息紀錄

執行動作

動作 描述

分組
為一項整合作業指定一個動作子集。該組中的動作依序或同時重複

執行。

While 迴圈
只要在指定條件持續符合時指定一個動作或動作小組，以讓

Integration Service 持續依序執行。

For 迴圈

指定一個動作或一組動作，讓 Integration Service 持續依序執行，直到每

個迴圈重複的情況下，以遞增或遞減一個指定的可變值達到所指定

的數值為止。

每個資料庫紀錄 執行資料庫查詢，並為每個紀錄執行動作。

資料夾中的每個檔案 為資料夾中的每個檔案執行一個動作或一組動作。

檔案庫中的每個檔案 為檔案庫中的每個檔案執行一個動作或一組動作。

選擇個案 依據個案條件，為所指定的其中一個個案執行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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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

引導 Integration Service跳至以下其中一個位置：

 l 任何在整合作業中所指定的動作，不論是否在相同的動作
小組中。

 l 一個While迴圈  下一次重複或For 迴圈  動作。

 l 目前動作小組的最終部分。任何依照小組的動作接著執
行。

停止
停止正在進行的整合作業中的所有動作。此動作對整合檔案中任何

其他正在進行整合的動作不致其停止。

Shell 指令 執行可用於執行作業系統指令或第三方公用事業的shell 指令。

Power Shell指令 執行一個Microsoft的PowerShell指令。

設定變數 為現有變數或您所指定的新變數設定數值。

設定多個變數 設定一個或多個變數的值，包括現有變數或您所指定的新變數。

遞增變數 指定在每次執行動作時，您想要遞增的變數數值。

遞減變數 指定在每次執行動作時，您想要遞減的變數數值。

等待
指引等待完成整合作業前所經過的一段特定期間。此動作在一連串

的動作之間建立暫停。

等待檔案
指引 Integration Service為特定檔案或檔案類型的到來，監測特定資料

夾。當偵測到該檔案便執行動作。

列印文件 每次執行整合時，列印BarTender 文件。

列印BTXML指令碼 發送BTXML語法至BarTender以處理代碼，並完成代碼定義的工作。

BarTender流程
在Process Builder流程檔或遺留下來的Batch Maker批次檔中，列印多個

BarTender文件。

列印命令的指令碼
分析並執行一項列印指令指令碼，其為 Integration Service可讀取並執行

的指令與資料的組合。

BarTender指令行 透過使用指令行介面列印BarTender文件。

檔案動作

動作 描述

讀取檔案
指引 Integration Service為定義的檔案類型監測特定資料夾，在該檔案中

讀取資料並儲存至變數。

撰寫檔案 撰寫內容至檔案。

複製檔案 將檔案複製到另一處。

移動檔案 將檔案移動至另一處。

檔案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一個檔案。

刪除檔案 刪除一個檔案。

資料夾中的各檔案 為資料夾中的各檔案執行動作或一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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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資料夾 建立一個資料夾。

複製資料夾 複製資料夾至另一處。

移動資料夾 將資料夾移至另一處。

資料夾重新命名 為資料夾重新命名。

刪除資料夾 刪除一個資料夾。

資料庫中的各檔案 在資料庫中為各檔案執行動作或一組動作。

增加檔案至資料庫 增加檔案至一個資料庫。

從資料庫擷取檔案 從資料庫擷取檔案至指定資料夾。

資料庫動作

動作 描述

各資料庫紀錄 執行資料庫查詢並為各紀錄執行動作。

轉換文字至紀錄組
將文字的來源轉換成一組依範例文字資料庫定義的紀錄，接著將該

紀錄另存為一個可於後續動作使用的變數。

插入資料庫紀錄 插入一筆資料庫紀錄。

更新資料庫紀錄 更新一筆或一筆以上的資料庫紀錄。

刪除資料庫紀錄 刪除一筆或一筆以上的資料庫紀錄。

執行結構化查詢語言

( SQL) 執行一連串結構化查詢語言 ( SQL) 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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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C：從Commander轉移

Integration Builder可完全取代過去遺留的Commander所搭載的應用程式。與Commander相
較，Integration Builder已擴充貴公司軟體應用程式的交流能力並提升列印效率。欲進一步瞭
解，請參考從Commander轉移至 Integration Builder的技術文件  ：

https://www.seagullscientific.com/resources/white-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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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技術文件

 l BarTender 整合方式

 l 從  Commander轉移至  Integration Builder
 l Administration Console

欲檢視並下載技術文件  ，請造訪：

https://www.seagullscientific.com/resources/white-papers/

手冊

 l BarTender 快速入門
https://support.seagullscientific.com/hc/categories/200267887

BarTender 說明系統

 l Integration Builder
 l Administration Console: 整合作業

其他資源

請造訪BarTender官網：https://www.seagullscientific.com.

欲瞭解整合範例，請前往BarTender線上支援中心，https://support.seagullscientific.com/.

 l 整合  (WEB)
https://support.seagullscientific.com/hc/en-us/categories/204151647-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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