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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许可服务器冗余可在一个许可服务器发生故障的情况下提供自动故障切换解决方案来保
持您的打印生产环境无缝运行。

安装BarTender后，您可以通过Administraion Console来配置成需要2台服务器配置成
为的备份关系，或者配置成需要3台服务器的三元组关系，来配置许可证冗余。如

BarTender客户端计算机出于任何原因而无法连接主服务器或首要服务器时，则客户端将自
动连接至关系中的其他服务器。

比较三元组关系和备份服务器关系

了解三元组和备份服务器关系之间的差异有助于确定哪个配置才是贵公司的最佳选择。

三元组关系

三元组服务器关系在设置完成后需要的管理工作通常较少，但在设置该关系前应先考
虑以下几点：

l 三元组关系要求三台服务器，但这三台服务器的行为如同一台服务器，
并且只需一份许可。

l 只有企业版的许可能用于三元组关系。

l 如果这些服务器之间的网络连接不可靠，使用三元组服务器关系可能会
出现问题，因为对满足规定服务器数量的需求成为了失败因素之一。尽
管三元组关系可在三元组服务器中实现可忍受的超时及连接重试，但如
果连接反复断开数分钟或更长时间，三元组关系将失灵。如您的网络连
接受到这些类型的中断的影响，那么首选备份服务器关系。

备份关系

备份服务器关系比三元组关系更加灵活且更少受限，但在设置该关系前应先考虑以下
几点： 

l 备份关系只需要两台服务器，且在服务器无法互相监督时每台服务器都
可完全运行。但每台服务器都需要自己的许可。

l 备份关系中的两台服务器都可以托管非企业版的许可，但至少要有一份
对应企业版的许可。

l 在备份关系中，主服务器和备份服务器之间不需要网络连接。不过，需要
额外注意的是应确保两台服务器设置的同步，以便故障切换可顺利进
行。如有网络连接可用，服务器设置会自动同步。如无网络连接可用，用
户仍可从主服务器导出设置并导入至备份服务器，以确保两者设置的同
步。

l 备份关系中的服务器独立接受请求。BarTender客户端可以将其当前许可
设置为任一服务器上的任何许可。通常来说，可以使用这两台服务器来
分享负载。如一台服务器停止响应，客户端将自动进行故障切换至另一
台运行中的服务器。然后，当托管客户当前许可的服务器再次运行时，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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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端将自动切换回原来的服务器。

 l 两台服务器中打印机使用情况统计信息是分开的，并且在发生故障切换
后不会合并。因此，如果一个客户端进行故障切换至另一台服务器时，其
打印机使用情况统计信息将分散在两台服务器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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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组关系

在三元组关系中，您需要配置三个许可服务器，分别为首要、次要和第三服务器。这些服务
器托管相同的许可证书并共享相同的设置，因此它们的行为就像同一台服务器。服务器之
间保持定期通信来确认三台服务器中至少有两台——规定数量——处在运行和通信中。
BarTender客户端自动连接至任一可以处理其请求的服务器。

服务器角色和同步处理

当首要服务器连接至次要服务器或第三服务器时，它将成为活跃中的服务器并处理
BarTender客户端请求。

如首要服务器因任何原因而发生故障并无法连接至次要或第三服务器，它会向BarTender客
户端报告次要服务器目前成为活跃中的服务器 ( 如可以这么做 ) ，然后停止接受客户端打印
请求。如发生这种情况，次要服务器会尝试连接至第三服务器来确认第三服务器是否也无
法连接至首要服务器。如进行了连接和确认，次要服务器将变成活跃中的服务器 ( 并通知
第三服务器此变化 ) 且随后可处理请求。次要服务器定期尝试连接至首要服务器，且如尝
试成功，则将控制权交还给首要服务器。

第三服务器的作用是满足规定数量。三元组关系中的单台服务器无法单独行动。如首要和
次要服务器均不可用，第三服务器无法处理打印请求，但会监控另两台服务器的可用性。

创建并管理三元组关系

如需创建三元组关系，在Administration Console中的冗余页面上点击设置服务器冗余来启动
冗余设置向导。该向导会引导您完成三元组关系命名并选择首要、次要及第三服务器的过
程。

查看并管理三元组关系

创建三元组关系后，它会以三台服务器的图表的形式显示在Administration Console的冗
余页面中，该图表会提供关于服务器 ( 包括名称、IP地址和端口 ) 、每台服务器的角色和
状态 ( 包括指示哪一台是当前活跃中的服务器 ) 以及三元组关系中包含的许可数量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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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点击 来显示管理选项的菜单并管理三元组关系的设置，比如更改某台选定服

务器的角色或更换某台服务器。

更改三元组关系中的角色

您也许希望更改三元组关系中某台服务器的角色，比如将次要服务器重新指定为首要

服务器。若需如此，请点击 ，然后点击更改三元组关系角色来开启更换三元组关系角
色向导。

更换服务器

您可能需要更换某台受损或不稳定的服务器。此更换无需解除三元组关系即可完成，
也就是说尽管以新的服务器创建了新的三元组关系，但不需要更换您的许可设置。如

需更换服务器，请点击 ，然后点击替换三元组关系节点来启动更换三元组关系节点
向导。

解除三元组关系

如需解除某个三元组关系，请点击 ，然后点击解除此三元组关系来启动解除三元组
关系向导。就算一台或以上的服务器处于断开连接的状态，也可以解除三元组关系。如
果这些服务器继续托管证书且如果至少有两台服务器连接，向导将向您提供停用这些
许可的选项，将其转移至另一台服务器或保留在该三元组关系中当前活跃中的服务器
上。

要求

当配置三元组关系时，使用的服务器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l 根据访问控制规则中的设置，您具有管理全部三台服务器的权限，这些规
则显示在Administration Console中许可页面下的服务器访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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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该服务器正在运行BarTender 2021或以上版本。

 l 至少需要安装并激活一个企业版许可。

 l 该服务器尚未成为三元组或备份冗余关系的组成部分。

 l 该服务器并非临时许可服务器。

 l 该服务器是基于打印机的许可服务器。

注意事项

 l 正运行BarTender 2019的客户端计算机可以连接至一台三元组服务器。

 l 只有在BarTender Suite以企业版许可激活时才能创建并管理三元组冗余。不过，无论
许可是何版本，如根据访问控制规则中的设置您具有管理全部三台服务器的权限，
那么您就可以解除某个三元组关系，这些规则显示在Administration Console中许可页
面下的服务器访问中。

 l 只有企业版的许可能用于三元组关系。

 l 专门为了单个服务器使用而激活的许可不能在三元组关系中运作，反之亦然。因此，
在三元组关系创建之后和解除之后都需要重新激活许可。

 l 如一台或以上服务器被更换，则针对三元组关系激活的许可无法工作。因此，在更换
服务器后需要重新激活许可。

 l 在故障切换发生后，客户端计算机的打印机使用情况统计信息会被自动同步并合
并，因此无论使用的是主要或次要服务器，都能追踪打印机应用情况。

 l 如您正在配置三元组关系的时候服务器无法与Seagull Activation服务器通信，在您创
建该三元组前不得将这些用于托管许可。如这些服务器上存在许可，您必须在创建
三元组之前停用它们，创建完成后再重新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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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关系

在备份关系中，您需要配置一个主许可服务器和一个备份许可服务器。这些服务器托管不
同的许可，因此您必须从主服务器对应一个或多个许可至备份服务器 ( 冗余只对相对应许
可有效 ) 。这些服务器共享相同的设置，且当它们相互连接时，主服务器和备份服务器之间
会定期同步设置，因此在需要的时候备份服务器可以接管主服务器的职责运行。

不过，备份关系不要求两台服务器之间的链接。两台服务器都是独立运行。如果一台服务
器不可用，只要客户端可以和另一台服务器通信，该服务器就会接管其职责。服务器之间
无连接的后果是：它们设置的任何更改都无法自动同步。

场景示例

以下场景示例说明了在主服务器不可用的情况下备份关系如何提供自动切换：

在您的打印环境中，您在三台计算机上安装了BarTender和BarTender许可服务：
服务器A、服务器B和客户端C。您通过将A托管的许可映射至B托管的许可，在A
( 主服务器 ) 和B( 备份服务器 ) 间建立了一个备份关系。然后您利用A托管的一份
许可激活了安装在C( 客户端计算机 ) 上的BarTender实例。当您这么做时，C发送
的BarTender打印请求被转发至A。如果C出于任何原因无法与A通信，那么这些
BarTender打印请求会被重新发送至B。

只要A和B这两台服务器保持连接，他们之间共享的设置 ( 包括权限、许可分区、
打印机池等等 ) 会继续同步。

不要求客户端计算机使用托管在主服务器上的许可；客户端可以使用备份服务器托管的许
可。在这种情况下，主服务器为备份服务器提供冗余。

创建并管理备份关系

如需创建备份关系，在Administration Console中的冗余页面上点击设置服务器冗余来启动
“冗余设置”向导。该向导会引导您完成选择主服务器和备份服务器以及将许可从主服务器
映射至备份服务器的过程。

如您希望设置一个备份关系，但正在使用无法同时连接至主服务器和备份服务器的计算
机，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连接至备份服务器的计算机上，导出一份许可清单文件。关于如何进行此操作的
信息，请查看导出许可清单文件下的操作步骤。

 2. 在连接至主服务器的计算机上，进行如下操作：

 a. 在Administration Console的冗余页面上点击设置服务器冗余来启动“冗余设置”向
导，选择并配置主服务器。

 b. 在向导的选择备份服务器页面上选择根据先前导出的服务器许可清单指定，浏
览您先前创建的许可清单文件，然后点击下一步。

 c. 在对应许可页面上点击导入备份服务器许可清单。许可被导入并比对。点击  下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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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在导出备份关系设置数据页面上，选择 .bkdat文件的保存路径，然后点击下一
步。稍后您将利用该文件在备份服务器上设置备份关系。

 3. 在连接至备份服务器的计算机上，进行如下操作：

 a. 在Administration Console的冗余页面上点击设置服务器冗余来启动冗余设置向
导，选择并配置备份服务器。

 b. 在向导的创建备份关系页面上选择我希望导入一份备份关系数据文件，浏览您
先前保存的 .bkdat文件，然后点击下一步。

 c. 完成向导中剩下的步骤。

导出一份许可清单文件

您可以导出并保存一份许可清单文件，这样您在使用向导将许可从主服务器映射至备
份服务器时就无需手动输入产品秘钥代码了。如需如此，请根据以下步骤操作： 

 1. 在可以连接至目标服务器的计算机上启动Administration Console。

 2.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点击许可打开许可页面。

 3. 在许可服务器下右击目标服务器，然后点击导出许可列表。

 4. 在导出许可清单对话框中，点击导出。

当使用备份关系设置向导来设置许可映射时，会给出  导入此许可清单文件的选项。 

查看并管理备份关系

在创建备份关系之后，该关系会以表格的形式显示在Administration Console的冗余页面
上，提供关于服务器 ( 包括名称、IP地址和端口 ) 以及每台服务器的角色和状态的信息。

您可以使用备份关系设置向导来管理这些服务器。该向导会评估服务器之间关系的状
态并自动显示适用于该关系的页面。可使用以下其中一种方法来访问此向导： 

 l 右击某个关系来显示一个指明了“备份服务器设置”向导中适用于该选定
关系的页面的菜单 ( 例如，当该清单中出现管理备份关系并导出主服务器
设置且您点击了该选项时，向导会在该页面上启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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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指向 图标以显示备份关系设置向导中适用于所选关系的页面。点击该

图标，在该页面上启动向导。

解除备份关系

如需解除备份关系，右击该关系然后点击解除备份关系。或者，点击 在解除备份  关
系页面上启动“备份关系设置”向导。

要求

当配置备份关系时，使用的服务器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l 根据访问控制规则中的设置，您具有管理主服务器和备份服务器的权限，
这些规则显示在Administration Console中许可页面下的服务器访问中。

 l 该服务器正在运行BarTender 2021或以上版本。

 l 至少需要安装并激活一个企业版许可。

 l 该服务器尚未成为备份或三元组冗余关系的组成部分。

 l 该服务器并非临时许可服务器。

 l 该服务器是基于打印机的许可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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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l 正运行BarTender 2019的客户端计算机可以连接至BarTender 2021备份关系中的一台
服务器。不过，如果主服务器不可用，客户端无法自动连接至备份服务器。

l 无论主服务器上托管的许可与多少台打印机关联，都可被映射至备份服务器。

l 备份关系中的两台服务器均可托管未被比对对应的许可。

l BarTender客户端计算机只能使用客户端目前连接的服务器上托管的许可允许的打印
机数量。

l 为达到负载平衡的目的，可以将一半的客户端计算机配置为使用主服务器的许可，
另一半设置为使用备份服务器的相应 ( 映射 ) 许可。当两台服务器均处于运行中时，
负载会分布在两台服务器上。如果任一服务器故障，所有客户端都会将请求发送至
另一台运行中的服务器上。

l 客户端计算机的打印机使用情况统计信息在发生故障切换后不会合并。主服务器和
备份服务器独立记录打印机使用情况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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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档

技术文档

l Administration Console

如需查看并下载技术文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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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tTender帮助系统

其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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