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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Seagull Scientific 的产品激活有助于打击软件盗版并确保您的 Seagull Scientific 软件为正版。
使用 BarTender Licensing Wizard 即可轻松完成激活。

BarTender 软件激活 3



激活的原理与方法

什么是激活？
激活是一种轻松、匿名地验证软件许可证的处理过程。激活是 Seagull Scientific 与我们重要
客户之间许可协议的电子表单。

要使用 BarTender Suite 中的应用程序 ( 包括 BarTender Designer) ，必须激活软件。

激活 BarTender Suite 后，即可使用该软件中的所有应用程序。您可以测试或预览未包含在
BarTender 许可版本中的功能和应用程序；在这种情况下，应用程序会显示一条消息，指示
您所使用的功能需要更高版本，以及使用未许可功能打印的项目会包含水印，以表示项目
是在演示模式下打印的。

激活需要哪些信息？
只需在 BarTender Licensing Wizard 中输入产品密钥代码即可。此代码通常可从下面其中一
个来源获取：

l 购买 BarTender 后收到的电子邮件，其中包含许可证和安装说明

l 您从我们的网站请求“ 30天试用” PKC后收到的电子邮件：
https://www.seagullscientific.com/30-day-trial/

l 软件包附带的单独产品密钥代码卡

如果没有产品密钥代码，请联系 Seagull Scientific。

如何激活软件？
在安装期间，BarTender Licensing Wizard 会引导您完成激活过程。该向导会要求您提供与软
件一起分发的产品密钥代码，然后 Seagull Scientific 会提供一个安全的 Web 服务器，方便您
快速、轻松地激活软件。如果要安装软件的计算机已连接到 Internet，那么 BarTender
Licensing Wizard 会自动激活您的产品。激活过程不会收集或传输任何个人信息。

即使要安装 BarTender 的计算机无法访问 Internet，也可以激活软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下文的“如何在没有 Internet 连接的计算机上激活软件？”部分。

如果激活失败，可以访问 BarTender 在线支持中心来获取技术支持联系信息。我们公司会
指派相应的代表来帮助您完成激活过程。

BarTender 支持中心：https://support.seagullscientific.com

激活软件后，还需要 Internet连接吗？
BarTender Licensing Service 会定期尝试与 Seagull Scientific 激活服务器进行通信，以检索更新
的许可证信息。

如果您拥有永久许可证，那么即使没有 Internet 连接，也可以继续使用软件。但是，对版本
或打印机数量所进行的任何升级只有在恢复 Internet 连接后才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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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拥有订阅或限时许可证，那么 BarTender Licensing Service 需要定期与激活服务器进
行通信，以检索许可证的正确到期日期。如果没有 Internet 连接，许可证可能会过早到期。
您可以随时使用 Administration Console 来验证许可证状态是否正确。

可以不激活软件吗？
不可以。您必须使用产品密钥代码激活软件。

可以在多台计算机上同时激活软件吗？
不可以，但可以在激活软件的计算机上运行 BarTender Licensing Service，然后在任意所需数
量的计算机上安装和运行 BarTender，只要它们可以与同一个 BarTender Licensing Service 进
行通信即可。许可证受限于可打印到的打印机数量，而 BarTender Licensing Service 负责监视
打印机使用情况。

如何将许可证移至其他计算机？
要将许可证从激活软件的计算机移至其他计算机，可以使用 BarTender Administration
Console 中“许可”页面上提供的“移动许可证”选项来完成。BarTender Administration Console 内
含在 BarTender 软件中。

移动许可证时，需要通过 Internet 连接与 Seagull Scientific 的激活服务器进行通信。

如果更改了硬件，需要重新激活软件吗？
这取决于硬件更改的范围。如果是轻微的硬件更改，那么不需要重新激活。如果更换了大
量硬件组件，那么软件会提示您联系 Seagull Scientific 来重新激活。您将会有几天的时间来
完成此操作。如果在硬件更改之前取消激活了软件，然后在完成更改后又重新激活了软
件，那么就不必与 Seagull Scientific 进行联系。

如果有更新版本的软件发布了，还可以激活旧版本吗？
可以。如果选择不升级到最新发布的产品版本，即使 Seagull Scientific 不再提供该产品，也
仍然可以激活旧版本。

如何在没有 Internet连接的计算机上激活软件？
在进行激活时，即使没有 Internet 连接，也可以对软件许可证进行验证。

如果没有可用的 Internet 连接，BarTender Licensing Wizard 会显示消息 #2033。单击消息中的
“确定”，然后单击向导中的“使用移动设备激活”或“使用 Web 浏览器激活”以开始激活过
程。具体使用哪个过程取决于所选择的选项。

使用移动设备激活

该过程包括扫描 QR 码以在 Seagull Scientific 激活网站上获取产品激活代码，然后在
BarTender Licensing Wizard 中输入该代码。

要执行此激活过程，请完成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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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BarTender Licensing Wizard 的“移动设备激活”页面上，使用移动设备扫描 QR 码。

2. 在设备上，点击 Seagull Scientific 激活网站的链接
(https://activate.seagullscientific.com)。

3. 在网站的“成功”页面上，复制所显示的产品激活代码。或者，在“发送电子邮件副本
至”字段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然后点击相应选项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代码。

4. 在已安装 BarTender 的计算机上，在 BarTender Licensing Wizard 的“移动设备激活”页面
上，将产品激活代码输入到步骤 2 的相应字段中。

5. 单击“下一步”，然后完成向导。

使用 Web 浏览器激活

该过程包括将激活密钥转移到可访问 Internet 的计算机上，将密钥上传到 Seagull Scientific
激活网站，接收产品激活代码，将代码转移回已安装 BarTender 的计算机，然后在 BarTender
Licensing Wizard 中输入该代码。

要执行此激活过程，请完成以下步骤：

1. 在 BarTender Licensing Wizard 的“浏览器激活”页面上，选择以下其中一个选项：

l 单击“保存到文件”可将激活密钥保存为激活密钥 (*.ak) 文件。

l 单击“发送电子邮件”可将激活密钥文件作为附件附加到电子邮件。该邮件是自
动生成的，其中包含有关收件人应如何完成激活过程的指示信息。

l 单击“复制到剪贴板”可将激活密钥复制到剪贴板。然后，可以将密钥粘贴到外
部文件 ( 例如文本文件 ) 中。

2. 将包含激活密钥的文件转移到已连接 Internet 的计算机，或将电子邮件发送给已连接
Internet 的计算机。

3. 在已连接 Internet 的计算机上，访问 https://activate.seagullscientific.com，然后执行以
下步骤：

a. 在“激活密钥”字段中，输入激活密钥。方法是粘贴剪贴板中的密钥，或单击“上
传激活密钥”以选择并上传所保存的 *.ak 文件。

b. 提交对 reCAPTCHA 测试的回复，然后单击“生成产品激活代码”。

c. 在“成功”页面上，单击“保存到文件”，以将产品激活代码保存为产品激活代码
(*.pac) 文件。或者，在“发送电子邮件副本至”字段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然后单
击相应选项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pac 文件。也可以将代码复制到剪贴板，然
后将其粘贴到外部文件中。

4. 将包含产品激活代码的文件转移到已安装 BarTender 的计算机上。

5. 在 BarTender Licensing Wizard 的“浏览器激活”页面上，将步骤 3 中的产品激活代码输
入到相应字段中。方法是单击“选择文件”以上传所保存的 *.pac 文件，或单击“从剪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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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粘贴”以将代码粘贴到字段中。

6. 单击“下一步”，然后完成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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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注册

注册有哪些好处？
注册软件最重要的好处是，可以免费获取我们世界一流的技术支持，以及接收有关安全性
和产品升级的通知。

注册需要哪些信息？
注册需要您的姓名和联系信息、您购买软件的位置，以及产品密钥代码。

如何注册软件？
要注册软件，可以使用下面其中一种方法：

l 完成 BarTender Licensing Wizard 中的注册页面。

l 在 BarTender 中，单击“帮助”菜单，然后单击“在网络上注册”。这需要 Internet连接。

l 请访问以下网站：https://www.seagullscientific.com/support/product-registration/

在尝试注册时，收到了“无法连接到激活服务器”的错误消息。该怎么办？
此消息表明存在 Internet 连接问题。请检查您的 Internet 连接设置和电缆连接，然后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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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档

技术文档

l 32位和 64位 BarTender
l 基于打印机的授权

l 静默安装

要查看和下载技术文档，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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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指南

l BarTender入门
https://support.seagullscientific.com/hc/categories/200267887

BarTender 帮助系统

l BarTender 入门

其他资源

请访问 BarTender 网站：https://www.seagullscientif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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