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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1. 尧创软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介
武汉尧创软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武汉开目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下设的控股子司，隶
属于华工科技产业集团。
武汉开目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12 月，注册资金 3000 万元。具有雄厚
的研发、技术服务、市场营销实力。开目公司是一个拥有 10 多年历史的制造业信息化软件
供应商，其主要产品：开目 CAD、开目 CAPP、开目 PDM，是我国制造业信息化领域中最
具竞争力、知名度最高的国产软件产品。
尧创公司成立于 2007 年，紧密依托开目公司雄厚的科研力量和丰富的人才资源。积聚
了原开目 CAD 产品的研发专家，继承了开目 CAD 的核心技术。尧创公司秉承“为客户创造
价值，做国内一流的 CAD 绘图软件”的经营理念，将一如既往的大力促进民族自主知识产
权 CAD 设计软件的研究和开发，致力于制造业企业信息化建设。
CAD 系列
尧创 CAD 机械版、开目尧创 CAD 特别版
加密系统
宙斯盾企业防泄密信息系统 AEGIS
打印软件
尧创拼图打印中心标准版、企业版、特别版

2. 拼图&批量打印中心的功能与特色
图纸的最终目的是指导生产，工程师将图纸设计好后，就需将图纸输出。对于制造业企
业来说，产品的生产过程复杂，专业性强，相应就会出现产品图纸种类和数量繁多，若在这
种情况下，用户仍采用单张图纸输出，势必造成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和纸张浪费等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尧创公司特别为用户提供了打印中心。
功能与特色:
◎ 能够批量打印 AutoCAD 和其他软件生成的 DWG/DXF 文件。
◎ 能够批量打印三维软件生成的图纸文件。
◎ 能够批量打印 PLT 文件。
◎ 能够批量输出 PDF 文件。
◎ 支持卷筒纸的自动拼图排版。
◎ 支持智能识别图纸的打印区域（图框）及绘图比例，无需逐个图纸文件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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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目录打印，通过点选目录即将其下的图纸全部选中。
◎ 支持一次选择多个图纸文件批量打印，也能够识别一个文件中的多张图纸。
◎ 支持智能图纸排版，最大限度的节省纸张和耗材的使用。
◎ 支持单页打印和卷筒纸打印，能自动根据打印机支持的纸张缩放打印图纸和线宽，
自动批量输出最佳打印效果的图纸。
◎ 支持将打印任务同时发往多台打印机或同一打印机的多个纸道上同时打印。
◎ 支持打印统计，统计当前任务信息和历史任务。
◎ 分类分批打印图纸，适用于各种打印环境。
◎ 强大的水印平铺功能，可选图片或文字，灵活调整，用户可以使用该功能在图纸背
景上打印企业徽标（Logo）。
◎ 提供和管理软件集成使用的开发接口，开发接口采用 Automation 的形式提供，支持
VC，VB，C#，Java 等语言开发。

-2-

尧创拼图&批量打印中心使用手册

第二章

拼图&批量打印中心

1. 界面
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产品图纸种类和数量繁多，如果用户仍采用单张图纸输出，造成
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及纸张浪费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尧创公司特别为用户提供
了支持拼图打印的打印中心，如图 2.1 所示界面。

图 2.1 打印中心界面
工具栏中各按钮含义：
新建：新建打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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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打印当前任务

预览：预览图纸

添加图纸：添加图形文件

添加目录：按目录添加图形文件

移除图纸：移除已添加的图形文件
排版图纸：排版
对齐方式：对齐
设置底纹：设置图形底纹
排版打印设置：排版打印设置

显示简洁信息：显示所有图纸属性

图纸列表：显示图纸列表

显示详细信息：显示图纸属性

显示任务窗口：任务信息输出
打印统计：当前及历史任务统计
帮助：获取帮助
比例设置框：设置屏幕显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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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启动打印中心的三种方法：

方法 1：点击桌面快捷图标(BatchPrint_ETP)

；

方法 2：单击〈开始〉→〈程序〉→<尧创拼图打印中心> →〈尧创拼图打印中心〉；
方法 3：双击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 Batch Print 安装目录下的 BatchPrint_ETP.exe 执行
文件。

3. 关闭打印中心的三种方法：
方法 1：点击菜单〈打印任务〉→〈退出〉；
方法 2：点击屏幕最右上角的

按钮；

方法 3：按【Alt】＋【F4】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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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建任务

1. 新建拼图&批量打印任务
先设置打印任务的打印机、纸张、最大拼图长度、色彩模式、打印精度、线宽等内容；
再向打印任务中添加图形文件，进行批量打印或拼图排版打印。

图 3.1 单打印机设置对话框

操作方法：
① 启动打印中心后，点击菜单〈任务〉→〈新建任务〉或点击工具条上的
钮，弹出“排版打印/PDF 输出设置”界面，如图 3.1 所示 。

② 点击

("打印任务"按钮)。

③ 设置打印机型号、纸张、最大拼图长度、色彩模式、打印精度、线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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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制、英制”
按照待打印图纸所使用的单位制以及当地的绘图习惯，在打印任务中选择公制或者英制
作为单位。
“打印机/绘图仪”
单台打印机：当前打印任务只用一台打印设备出图。
名称：从操作系统已安装的打印设备中选取打印机/绘图仪型号，并设置纸张大小。
如果打印设备是绘图仪，一般选用“卷筒纸”方式输出。纸张建议选择“最大自定义纸
张”（该项在纸张列表的最后），因为选择最大自定义纸张，程序会自动计算当前绘图仪的
打印能力，并自动将最大可支持的长度和宽度填入“宽*长”的数据输入区域，请输入打印
能力范围内的长度和宽度值，一般将宽度值修改成实际使用的卷筒纸幅面宽度。（注：有些
绘图仪本系统测出的最大支持纸张的尺寸与该绘图仪实际支持的大小不一致，用户可根据实
际情况对纸张大小进行调整。）
选择中小型打印机时，一般选用“单页纸”输出方式。可单页拼图输出或每页一图输出，
纸张建议选择打印机支持的标准纸张大小。注：有些打印机支持过大尺寸纸张，选择这类纸
张，打印机实际可打印区域比较接近纸张尺寸（纸张四周的页边距接近 0）；若要求按 1：1
输出图纸，请在排版打印设置中不要勾选“图纸超出纸张时自动缩小”项，若勾选该项，图
纸的幅面超过纸张的可打印区域时，系统将自动压缩图纸，使得图纸刚好被完整打印。
多台打印机： 系统根据图纸的原始幅面自动将图纸分配到相应的已经勾选的打印机上
打印(如图 3.2)，打印机的可选纸张设置参照打印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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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多台打印机设置对话框

打印中心可以生成PLT文件，点击 < PLT文件输出设置 >，并且可以设置PLT文件的输出
目录。输出的名称和输出完毕自动打开输出目录。
生成 PLT 文件
单击

按钮前的复选框，可“选中”此项，再次点击，状态变成“不选”。

选中时，点击“打印”，将当前打印任务中的所有图纸全部转成 PLT 文件格式。否则，直接
打印输出。
注：现行版本暂时只支持驱动程序为 HPGL2 的打印机生成的 PLT 文件，打印机的型号如 HP
Designjet T520 等。
“排版选项”
最大拼图长度：设置图纸拼图排版的最大页面长度，当一页排版不下时，自动转到下一
页拼图排版。尧创拼图打印中心向操作系统发送打印任务时，是将每一页作为一个打印任务
向系统发送的，如果过长，打印硬设的内存不够时，会丢失图形数据内容，故长度最大不能
超过 3200 米。该设置项仅在“转筒纸”拼图排版打印时生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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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超出纸张时自动缩小:
对于单台打印设备，勾选该项后，当添加的图纸幅面大于打印纸张时，程序自动将图纸
缩小以布满所选打印纸张，当图纸幅面小于纸张时，则保持 1:1 打印。
对于由多台打印机共同执行的打印任务，如果用户不勾选“图纸超出纸张时自动缩小”
排版选项时，系统根据每张图纸的原始幅面，从可选打印机（实际是可选纸张通道）列表中
选择正好可以 1:1 打印该图纸的纸张尺寸的打印机输出该图纸。如果用户勾选了“图纸超出
纸张时自动缩小”排版选项，系统根据每张图纸的原始幅面，从可选打印机（实际是可选纸
张通道）列表中选择最接近的纸张尺寸的打印机输出该图纸。例如：如果有一张 A4 幅面的
图纸需要输出，现在可选打印机列表中有一台 A4 幅面的打印机和一台 A3 幅面的打印机，当
不勾选“图纸超出纸张时自动缩小”排版选项时，由于页边距的存在，A4 幅面的打印机不
能 1：1 的完整打印该图纸，所以该图纸从 A3 打印机输出；但如果勾选了“图纸超出纸张时
自动缩小”排版选项，该图纸就会从最接近于图纸幅面的 A4 幅面的打印机输出，当然图纸
也会被缩小一点点。
附加页边距：是指当图纸自然放置时，其上下左右各向内缩小的距离，一般系统会自动
正确测试出打印机页边距，当测试值有误差，打印预览不能完整显示图形时，可以通过扩大
页边距，保证图纸输出的完整性。
“色彩模式”
设置色彩打印框，有黑白、彩色、灰度模式三种可选择。（注意：“灰度模式”只针对
彩色图纸。以黑白模式打印，非黑色的对象将以灰度颜色打印。）
“质量、精度”
设置打印效果，有三种模式可选“最佳打印”、“正常打印”、“快速打印”。
设置打印精度，有三种精度等级：高、中、低。打印精度越高，则圆或弧的分辨率越大，
打印的圆或弧更平滑，但相应的，同样一张图，打印数据量也更大，打印速度也更慢。
“线宽缩放”
按输出比例自动缩放线宽：根据输出比例自动缩放线宽。
缩放指定比例：指定 比例缩放线宽值。可输入比例值，或拖动滑动条设置比例。
④ 点击“确定”按钮, 完成打印设置。
⑤ 添加图纸，如图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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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打印中心界面

2. 新建 PDF 批量转换任务
先设置 PDF 文件转换任务所用的打印机、纸张、色彩模式、精度、线宽等，再向 PDF
转换任务中添加图纸，最后点打印，将图纸批量转换成 PDF 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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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排版打印/PDF 输出设置

操作方法：
① 启动打印中心后，点击菜单〈任务〉→〈新建任务〉或点击工具条上的

新建按

钮，弹出“排版打印/PDF 输出设置”界面，如图 3.4 所示 。
② 点击

("PDF 输出任务"按钮)。

③ 选择 PDF 打印机、纸张、 排版、色彩模式、精度、线宽等。
“输出幅面”：
选择 PDF 的输出幅面。
使用指定幅面：选择标准纸张作为输出的幅面。当添加的图纸幅面大于选择的纸张时，
自动缩小到布满所选标准纸张；当添加的图纸幅面小于选择的纸张时，按原图纸幅面大小。
比如选择的幅面为 A2，加载的图纸的图框为 A0 时，会缩小到 A2，加载的图纸的图框为 A3
时，则保持 A3 幅面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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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图纸原始幅面：使用图纸的原始幅面作为输出幅面。
“输出选项”：
为每张图纸单独输出 PDF 文件：单独为图纸输出 PDF 文件，并且选择 PDF 文件的保存目
录。
整个打印任务输出为 PDF：将所有的图纸文件转换成一个 PDF 文件。
输出的 PDF 文件可以在后缀上添加当前时间(XX_年月日时分)，
并且可以选择在输出 PDF
后自动打开输出的目录。
“排版选项”
页边距: 纸张四周留下的空白区域。
图纸打印范围内缩：勾选该选项，图纸实际的 转换输出区域的上、下、左、右四边将
内缩给定的距离。
“色彩模式”
设置 PDF 色彩 输出，有黑白、彩色、灰度模式三种可选择。
注意：“灰度模式”只针对彩色图纸，非黑色的对象将以灰度颜色转换输出。
“质量、精度”
设置打印效果，有三种模式可选“最佳打印”、“正常打印”、“快速打印”。
设置打印精度，有三种精度等级：高、中、低。转换输出精度越高，则圆或弧的分辨率
越大，转换输出的圆或弧更平滑，但相应的，同样一张图，转换输出数据量也更大，转换输
出速度也更慢。
“线宽缩放”
按输出比例自动缩放线宽：根据输出比例自动缩放线宽。
缩放指定比例：指定 比例缩放线宽值。可输入比例值，或拖动滑动条设置比例。
点击“确定”按钮。
完成排版 转换输出设置后，打开如图 2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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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DF 输出界面
注意：系统默认使用 PDFCreator 作为 PDF 输出的虚拟打印机，实际使用时，可以安装
并使用 Adobe 公司的虚拟打印机，该打印机输出的 PDF 质量和效果最好。

- 13 -

尧创拼图&批量打印中心使用手册

第四章

图纸编辑

图纸编辑讲述打印中心中编辑图纸的方式和方法。
在菜单栏有添加图纸、按目录选择添加图纸、移除、重排图纸、修改图纸的对齐方式。
如图 4.1。

图 4.1 菜单栏编辑图纸方式
在图纸显示界面中单击鼠标右键也可有可编辑图纸快捷方式，有添加图纸、移除图纸、
全选、取消选择、不打印、恢复为原始值、重排、打印设置。如图 4.2。

图 4.2 右键菜单下图纸编辑方式
添加图纸：添加图形文件。
移除：移除图形文件。
重排图纸：重新排版图纸排列。
修改图纸对其方式：修改所有图纸的对齐方式。
全选：选择全部加载在打印中心中的图纸。
取消选择：方式当前的选择图形文件。
不打印：不打印所选图纸。
恢复为原始值：用户通过修改图纸属性的方式，改变了图纸的输出比例、幅面、输出比
例属性后，可以使用本功能恢复为原来的属性。
重排：重排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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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设置：修改排版打印设置。

1. 添加图纸
在新建的拼图幅面中添加图形文件，并按一定的顺序摆放。
可加入的文件有：AutoCAD 图形文件 （*.dwg ，*.dxf）；
打印数据格式文件 （*.plt）；
其他 CAD 文件

（*.emf）；

点击〈图纸〉菜单中的→〈加入图纸〉或点击

按钮，或在图纸显示区单击右键

—>,弹出打开文件对话框，选择图形文件。点击打开后，所选图形文件添加到图幅中。

a) 二维图纸的添加
在打印任务中直接添加 AutoCAD 或其他 CAD 转换成的*.dwg、*.dxf 图纸文件，尧创拼
图打印中心能够快速、智能地识别图形文件中的图幅、 打印比例。

b) 三维图纸的添加
尧创批量打印中心对三维 CAD 图纸的打印不象 AutoCAD 文件那样直接，需要借助中间
文件，如 PLT 文件、PDF 文件等。即先由三维 CAD 软件生成 PLT 文件或 PDF 文件，再批量添
加到打印中心程序中批量打印。这种打印流程与很多大中型企业传统的打印模式相仿：设计
人员将图形设计完成，先生成 PLT 打印文件，再发给打印室集中打印。
三维 CAD 图形批量打印的操作步骤：
1. 在三维 CAD 等软件中，执行打印命令，选择打印机，将三维 CAD 图纸（或模型）分别打
印成 PLT 文件、PDF 文件。
2. 在尧创批量打印中心添加第一步生成的所有 PLT 文件、PDF 文件，实现拼图排版打印、
或批量打印。
注：现行版本暂时只支持驱动程序为 HPGL2 的打印机生成的 PLT 文件，打印机的型号如 HP
Designjet T520 等。

2. 添加目录
在新建的拼图幅面中添加图形文件，并按一定的顺序摆放。
可加入的文件有：AutoCAD 图形文件 （*.dwg ，*.dxf）；
打印数据格式文件 （*.plt）；
其他 CAD 文件

（*.e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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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图纸〉菜单中的→〈添加目录〉或点击

按钮，弹出 浏览对话框，如下

图所示。

图 4.3 添加目录对话框
在列表窗 的中间区域选中文件或者文件夹，单击

按钮，添加到“要添加的文件”

列表中。
如用户不想添加已经存在于“要添加文件列表”中的文件，可以选中该文件，单击
按钮后即可。如用户想清空文件列表可以右键弹出菜单，选择清空即可。
选择 完图纸文件，单击“确定”按钮，程序自动识别“要添加的文件”列表中所有图
形文件的图幅和比例，并全部添加到当前打印任务中。

3. 选中图纸
单选图纸：单击图纸可选中图纸。
全选图纸：在图纸显示区右键单击，选择“全选”，选中添加的全部图纸。
部分选择： 在打印任务中按住鼠标左键拖动鼠标，拉出矩形框选择图，方法与 CAD 主
程序中的矩形框选操作一样：
• 内部窗选 从左上角向下拉矩形框，选取完全包含在矩形选取窗口中的对象。
• 框选窗 从右下角向左上拉矩形框，选取矩形选取窗口所包含或接触到边界的对象。

从“图纸列表”面板中单选或多选图纸：单击图纸 或节点，可选择某一张或某一类图
纸，如图 4.4，单击 A3 前的方框，选择当前拼图打印任务中所有的 A3 图纸。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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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图纸列表（按幅面分类）

4. 取消选中图纸
在图纸显示区右键单击，选择“取消选择”,或直接按键盘上的【ESC】键，取消选中的
图纸。

5. 移除图纸
在拼图过程中，可移除已添加的图形文件，即多余的图形文件。

设置方法：
选择需要移除的图形文件（图形文件被选中状态），点击 菜单<图纸>→<移除>、或点

击工具条上

移除按钮、或按键盘上的【Del】键， 或单击右键选择移除，即可移除

所选图形文件。

6. 改变图纸输出大小
在拼图输出图纸时，根据用户需要或拼图要求， 重新设置图纸的打印幅面（即大小）。
设置方法：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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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修改输出幅面
选中图纸，“图纸属性”面板的项中会显示所选图纸的图幅，点击后面的小三角，可以
改变打印输出幅面，如图 4.5 所示。系统将所选图纸自动缩放成所选图幅大小。

图 4.5 修改输出幅面

b) 修改输出比例
选中图纸，点击“图纸属性”的，输入合适的输出比例，可改变图纸输出大小 （例：
输出比例设置为 0.5，输出的图纸为原图纸大小的 0.5 倍）。

7. 恢复图纸属性
恢复图纸属性(恢复为原始值)：用户通过修改图纸属性的方式，改变了图纸的图纸比例、
输出幅面、输出比例属性后，可以使用本功能恢复为原来的属性。
首先选择指定恢复的图纸，然后在图纸排版区单击鼠标右键，在右键菜单下选择<恢复
为原始值>选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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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右键菜单

8. 对齐方式
设置图纸输出时，在纸张上摆放的对齐方式。对齐方式有：正中对齐、左上对齐、左下
对齐、右上对齐、右下对齐五种。

设置方法：点击“图纸”菜单中的“对齐”子项，或工具条上

按钮，选择“正

中对齐”、“左上对齐”、“左下对齐”、“右上对齐”、“右下对齐”项。

9. 重排图纸
添加图形文件后，系统自动按最合理的排序方式，摆放图形，如用户不满意，可 选择
其他方式重排图纸，图纸排版的方式有三种：最省纸张排版、方便裁纸排版、顺序排版。

图 4.7 重排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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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最省纸张排版
以最省纸张排版输入图纸。纸张可以为卷筒纸或单页纸。
设置方法：

点击<图纸>菜单→<重排图纸>→<方便裁纸排版>或工具条上复合按钮

下的选

项。
例：当绘图仪设置为卷筒纸， 选择最大定义纸张时，加载图纸效果如图 4.8 所示。最
省纸张排版将尽量利用图纸空间，当添加的图纸很多，拼图长度超过“最大拼图长度”时，
程序自动分页 ，到下一页继续拼图排版。

图 4.8 最省纸张排版

b) 方便裁纸排版
使用这种模式排版，系统会尽量使用行模式排版， 以方便打印出来的图纸尽可能地方
便裁纸。相对于最省纸张模式，这种排版方式对纸张的使用会稍稍多一些，但通常都能取得
比较好的排版效果。
设置方法：

点击菜单→→，或 点击工具条上复合按钮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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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当绘图仪设置为卷筒纸，选择最大定义纸张时，加载图纸效果如图 4.9 所示。当添
加的图纸很多，拼图长度超过“最大拼图长度”时，程序自动分页 ，到下一页继续拼图排
版。

图 4.9 方便裁纸排版（卷筒纸）

c) 顺序排版
使用顺序排版模式，所有的图纸将在纵向方向上顺序排版。
设置方法：

点击<图纸>菜单→<重排图纸>→<方便裁纸排版>或工具条上复合按钮

下的<顺

序排版>选项。
例：当绘图仪设置为卷筒纸，选择最大定义纸张，设置幅面宽度为 610 时，加载 A2、
A3、A4 幅面的图纸，效果如图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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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顺序排版（卷筒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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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设置

拼图打印时，根据用户需要，可进行相关内容的设置， 设置菜单内容如图 5.1 所示。

图 5.1 设置菜单
注意：DWG 文件打印设置必须在添加图形文件前进行设置，否则对已添加的图形文件
无效；其他各项均可在添加图形后，进行设置。

1. 排版打印/PDF 输出设置
用于修改当前打印机/绘图仪、纸张、颜色及间距等 ，设置界面如图 5.2 所示。详细意
。
义参见“批量打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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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排版打印设置

2. DWG 文件打印设置
<DWG 文件打印设置>是尧创拼图打印中心智能识别 dwg 格式文件的图幅、比例的重要辅
助设置。如图 5.3 所示，可以根据图纸的规格设置装订边宽度、打印样式、字库所缺字体的
默认替代字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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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DWG 文件打印设置
·打印模型空间：勾选时程序自动识别图形模型空间的图形；不勾选，则不识别模型空
间（model）内容。
·打印图纸空间：勾选时程序自动识别图形图纸空间的图形；不勾选，则不识别图纸空
间（layout）内容。

a) 图纸识别
·智能识别：自动识别图形文件的图框、打印比例。
1.1 图纸装订边宽度：装订边距是内外图框之间用于装订图纸而预留的间隙，通常是内
外图框之间最大间隙的宽度。关于如何修改预定义图纸幅面设置，参见图纸幅面列表编辑，
关于如何修改预定义比例设置，参见图纸比例列表编辑。
1.2 图框的最小宽度：指定构成图框线的最小长度值，加快图框搜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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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页面设置：通过页面设置内容加载图纸进行打印。对于没有图框或非国标的图形，
可以先在 CAD 主程序的打印页面设置中先进行页面设置，保存后，再选择这种方式添加到拼
图打印任务中。
2.1 当前页面设置：仅加载 图纸的当前打印页面设置内容。
2.2 所有页面设置：加载页面设置管理器中所有页面设置内容。

b) 打印样式
1.使用打印样式文件：点击“

”按钮，选择打印样式文件。 尧创拼

图打印中心对打印样式的控制与 CAD 主程序完全一样，如果在 CAD 主程序中已定义好了打印
样式，可以直接选用，如图 5.4 所示。

图 5.4 打开打印样式表
2.点击“

”按钮，修改打印样式文件。如图 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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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修改打印样式表
·使用打印样式进行 PDF 输出：
选择图纸的打印样式来输出 PDF。

c) 选项
·缺省字体：dwg 图纸中字体缺失时的替代字体。
1.使用缺省字体：设置 dwg 图纸中字体缺失时的替代字体。
2.不使用缺省字体:勾选该项时，当图形中所用的字体在操作系统和拼图打印中心
程序的字库中找不到时，显示成“?”
·代理实体打散为简单对象：如果发现代理实体显示或者打印不正确，用户可以通过勾
选“代理实体打散为简单对象”，将代理实体分解为简单实体。（早期的 AutoCAD 版本生成
的代理实体，其文字的字体有时会被改变，这时，用户可以尝试将代理实体分解的方式来解
决这个问题） 。
·设置文件搜索路径：参照块 、OLE 对象或者代理实体中有字体无法显示或者显示错
误的话，可以通过设置文件搜索路径来解决。
以上设置必须在加载 DWG、DXF 图形前进行，若加载图形文件后进行设置，只对设置
后的图形有效，对设置前的图形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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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DF 打印设置
PDF 打印设置：菜单<设置>→<PDF 打印设置>选中时， 选择 PDF 文件的字体设置(如图
5.6)。

图 5.6 PDF 打印设置

· 高质量打印：保持原 PDF 文件内容中关于"turetype"字体的显示位置和清晰度，提
高打印质量
· 快速打印

：提高打印效率，降低打印的质量(注：建议低配置电脑使用)

4. PLT 文件输出设置
设置 PLT 文件的输出方式、路径等。

图 5.7 PLT 文件输出设置
为每张图纸单独输出 PLT 文件：为每张图纸文件单独的输出 PLT 文件，并且可以指定
图纸的输出保存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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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打印任务输出为 PLT：把打印任务中所有的图纸文件输出为一个 PLT 文件。
勾选 < 文件名后添加当前时间 >来给输出的 PLT 文件的文件名上添加时间，勾选 < 输
出完成后，自动打开输出目录 >，在输出 PLT 之后自动打开输出的目录。

5. 打印底纹设置
设置底纹。可以将公司的徽标等图片文件设置成图纸的底纹，也支持自定义文字作底纹，
自定义文字在企业版中还可以平铺整张图纸，界面如图 5.8 所示。

图 5.8 水印设置
·无水印：图纸打印时不打印水印。当勾选时，“图片水印”、“文字水印”内容 设
置无效。
·图片水印：点“

”按钮， 选择或修改作为水印的图片文件，支持的

图片文件格式有：*.emf、*.wmf、*.jpg、*.jpeg、*.bmp、*.tif、*.tiff 等。
缩放：选择图片的缩放比例。
冲蚀: 选择图片有无冲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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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水印：定义作水印文字的内容、字体、尺寸、颜色、版式、透明度等。
文字：定义作为水印的一组文字 ，最多不超过 9 个。
字体：定义文字字体。
尺寸：选择文字的大小。
颜色：定义水印文字的颜色。
半透明：设置文字有无半透明效果。
版式：设置文字是斜式或水平。
平铺：不勾选该选项时，每张图中只会输出一组水印文字；勾选时，则可以按一定的
排列方式平铺打印水印文字 。
水印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保存设置。 水印设置完成后可通过打印预览查看
效果。例：设置文字水印且平铺，图纸打印预览如图 5.9 所示。

图 5.9 打印预览图

6. 图纸幅面列表编辑
打印中心可以对添加到打印任务中的图纸，按照幅面大小进行分类列表显示。用户可以
修改标准幅面设置，也可以定义自己的个性幅面设置。
点击<设置>→<图纸幅面列表编辑>， 设置菜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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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图纸幅面列表编辑”菜单项
点击“图纸幅面列表编辑”，系统弹出“图纸幅面列表编辑”对话框 ，如图 5.11。

图 5.11 图纸幅面列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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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点击该按钮，系统在当前图纸幅面表项的前面添加一个图纸幅面，默认名称为“未
知”，如果当前单位制为“英制”，则默认单位为“英寸”，默认宽度为 11，默认长度为
17；当前单位制为“公制”时，默认单位为“毫米”，默认宽度为 297，默认长度为 420。
上移：将当前图纸幅面项向上移动一个位置。
下移：将当前图纸幅面项向下移动一个位置。
删除：删除当前图纸幅面项。
重置：恢复为出厂设置。
编辑：双击表格，编辑当前单元格。
注意：列表中，幅面的名称不能重复，长度和宽度不能是 0，长度要大于宽度，在添加
图纸幅面项或者编辑图纸幅面项时，要注意检查合法性。预定义幅面列表保存在“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YaoChuang\Print Workshop\
PredefinePaperList.xml”.文件中。可以使用文本编辑器（如 NotePad）手工编辑该文件。

7. 图纸比例列表编辑
用于添加、修改或删除绘图比例的预设值。图纸比例定义参见图纸属性页。用户可以编
辑图纸比例，也可以定义自己的个性图纸比例 。
点击<设置>→<图纸比例列表编辑>，设置菜单如下：

图 5.12 设置菜单下图纸比例列表编辑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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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图纸幅面列表编辑”，系统弹出“编辑比例列表”对话框，如图 5.13；

图 5.13 编辑比例列表
添加：点击该按钮，系统弹出“添加比例”对话框，如图 5.14。输入比例名称，并在
比例特性中输入图纸单位和图形单位。

图 5.14 添加比例
编辑：点击该按钮，弹出“编辑比例”对话框，如图 5.15。编辑指定比例名称、图纸
单位和图形单位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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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编辑比例
上移：将当前图纸比例项向上移动一个位置。
下移：将当前图纸比例项向下移动一个单位
删除：删除当前图纸比例项。
重置：恢复系统默认比例列表内容。
注意：图形比例列表保存在“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YaoChuang\Print Workshop\ProportionList.xml”.文件中 。
可以使用文本编辑器（如 NotePad）手工编辑该文件。

9. 打印机设置
打印机设置：系统支持根据打印任务中图纸幅面大小，将图纸自动分发到多台打印机打
印。通过打印机设置，选择并设置执行打印任务的备选打印机阵列，并设置打印机所使用的
纸张尺寸，介质类型（单页纸 或 卷筒纸），附加页边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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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 打印机设置
操作方法：
① 点击 < 添加 > 按钮，程序在最后一行添加默认打印机备选，如图 5.17 所示

图 5.17 添加打印机
② 从系统安装的打印机中选择一个，如图 5.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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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 设置打印机

③ 给选择的打印机设置纸张、纸张的宽度、长度、介质类型，如图 5.19。
注：选择"最大自定义纸张"可以修改纸张的宽度。

图 5.19 设置打印机介质类型
④ 设置附加页边距。附加边距是指当纸张竖放时，其可打印区域上下左右各向内缩小
的距离，一般系统会自动测试打印机页边距，当测试有误差时，为增加准确性，可以通过扩
大页边距，保证图纸输出的完整性。双击附加页边距单元格"..."，弹出如图 5.20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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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图 5.20 设置附加页边距
⑤ 完成设置后点击 < 确定 > 即可完成设置。

10. 打印页面范围及份数设置
设置打印页面范围及份数：菜单<设置>→<设置打印页面范围及份数>选中时，点<打印>
后弹出设置纸张范围、打印份数的对话框(对话框如图 1 所示)；不选中时，点<打印>后直接
打印。

11. 开目文件打印设置
对打印开目系列文件的设置。
开目系列软件生成的文件格式有：*.kmg（开目 CAD 图形文件）、*.gxk（开目工艺文件）、
*.kmt（开目技术文件）、*.bom（开目汇总文件）、*.cha（开目表格文件）。
可设置内容：输出字体、线宽、线型、打印样式、输出外图框、输出内图框、不打印图
纸中的尺寸、输出 CAPP 文件的零页面、选择所有工艺文件、对象查找路径、表格模板路径
等。

a) 综合设置
用来设置输出图纸中的外图框、内图框、是否打印图纸中的尺寸标注对象、输出 CAPP
文件中的零页面、加载 CAPP 工艺文件时，是否加载该图纸中所有卡片内容。
添加包含有对象（如，BMP 图形）的工艺文件（gxk 文件）时，系统将按指定的目录中
查找对象文件。
添加工艺表格文件时，系统按设置好的目标文件路径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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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开目文件综合设置
选择所有工艺文件：加载 CAPP 工艺文件时，是否加载该图纸中所有卡片内容？若勾选
此项，则选择所有。反之，在弹出的选择框中，选择加载页面。
对象查找路径： 添加包含有对象（如，BMP 图形）的工艺文件（GXK 文件）时，打印中
心首先将 gxk 文件转换为 ksd 文件保存，图形中的对象也可一起保存，或指定目录保存，添
加工艺文件后，系统在指定的目录中查找对象文件，如果在指定的目录中，搜索不到，则无
法显示该对象。
表格模板路径：添加工艺表格文件时，为了方便用户查找目标，可先设置好目标文件的
路径，用户一旦需要加入工艺表格时，系统自动跳至该目录进行选择。

b) 字体设置
用来设置输出图纸时的汉字、英文、数字以及明细表字体，如图 5.22 所示设置对话框。
“使用文字原有字体输出”即图形文件中已指定的字体；
“使用指定字体输出”即不使用图形文件中原指定的字体，输出图纸时，重新指定字体。
选择该项后，点击下拉列表框即可重新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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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 开目文件输出字体设置
注意：当开目格式文件设置为“使用文字默认字体输出”时，系统将按以下路径顺序搜
索字体文件：
1.与 kmg 文件相同的路径中的字体文件；
2.软件安装路径\DwgFileType\Fonts 目录中的字体文件；
3.acad 安装路径\fonts 目录中的字体文件。
搜索的先后顺序也是从 1 到 3，即上面的排列顺序。

c) 线宽设置
用来设置所列线型的输出线宽，单位为：mm，如图 5.23 所示设置对话框。
注意：曲线设置仅对线型为细实线的曲线有效，其它曲线线宽由线型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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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3 开目文件线宽设置
以上设置必须在加载开目图形前进行，若加载图形文件后进行设置，只对设置后
的图形有效，对设置前的图形无效。

d) 线型设置
用来设置除实线外所有不连续线的线长(包括空格段)，如图 5.24 所示设置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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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4 开目文件线型设置
选择需修改的线型，点击需修改的线长，输入值，点击〈确定〉；如取消修改选用默认
设置，可点击〈默认〉。
以上设置必须在加载开目图形前进行，若加载图形文件后进行设置，只对设置后的图
形有效，对设置前的图形无效。

e) 打印样式
设置打印样式可以设置一般图素、OLE 图素对象，如图 5.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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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5 开目文件打印样式设置
一般图素：对输出的 KMG 图形文件设置打印样式表。可选择“不使用打印样式”或“使
用打印样式”。
对图框使用打印样式：对图纸中的图框是否使用设置的打印样式设置。
对表格使用打印样式：对图纸中的表格是否使用打印样式设置。
OLE 图素：对图纸中的 OLE 对象是否使用打印样式设置。
对 AutoCad 对象使用打印样式：对图纸中的 AutoCad 对象是否使用打印样式设置。
对 KMG 对象使用打印样式：对图纸中的 KMG 对象是否使用打印样式设置。
对其他 OLE 对象使用打印样式：对图纸中的其他 OLE 对象是否使用打印样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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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6 打印页面设置和份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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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显示

尧创拼图打印中心程序用来设置添加到拼图图幅中的图形的显示比例及其显示方式。

图 6.1

图形显示

1. 图纸列表
选中菜单<显示>→<图纸列表 面板>或工具条上的

按钮，打开图纸列表面板；不

选中时，则关闭。
图纸列表显示方式有三种：
·按页面分类的图纸清单：点击图纸列表框内的

按钮，图纸将按页面分类。如图 6.2

所示。

图 6.2 按页面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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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幅面分类的图纸清单：点击图纸列表框内的

按钮，图纸将按幅面大小分类。如图

6.3 所示。

图 6.3 按幅面分类
·按文件名分类的图纸清单：点击图纸列表框内的

按钮，图纸按文件分类。如图 6.4。

图 6.4 按文件分类
勾选文件名前的小方框可选中图纸。在图纸列表框内单击右键可以添加，删除和查找图
纸或文件。

2. 显示图纸信息

选中菜单→或工具条上

按钮，显示所有图纸的信息，不选中时，则不显示。

显示方式：除显示图纸内容外，还附带显示图纸文件名（全路径）、原始大小及比例，
输出大小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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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纸属性
选中菜单<显示>→<显示图纸属性>或工具条上的

按钮，打开“图纸属性”面板；

不选中时，则关闭。
选中一张图纸后，将在图纸属性框中显示该图纸的信息。属性中 绘图比例、输出幅面、
输出比例可更改。

图 6.5 图纸属性
绘图比例：当前被选中图纸 的图纸比例。默认情况下，该比例值是通过程序智能识别
功能得到的图纸比例，用户可以手动修改该比值。
输出幅面：选中图纸的输出幅面，用户可以修改幅面来调整输出大小。
输出比例：最终输出幅面与原始幅面的比值，当希望缩小或者放大输出图纸的时候，可
以在这里设置希望缩小或放大的倍数。
注意:若在排版打印设置选择了“图纸超出时自动缩小”，则输出幅面，输出比例超过
图纸大小时，将会自动缩小。

4. 显示任务信息
选中菜单<显示>→<显示任务信息>或工具条上的

按钮，打开“任务信息”面板；

不选中时，则关闭。
“任务信息”面板中实时显示当前打印任务的执行情况，如添加图纸成功或失败；图纸
是否超出设置的打印纸张，图纸中的某种字体在系统字库中没有，被自动替换成设置的某种
字体等等。

5. 应用程序外观
选择尧创拼图打印中心（BatchPrint）程序外观。
设置方法：点击菜单→，里面有多种外观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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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应用程序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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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打印统计

打印统计：统计当前任务信息和拼图打印历史记录。

1. 当前任务信息
查看当前的打印任务信息。

点击〈打印任务〉菜单中的→〈打印统计〉按钮，或单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弹

出“打印统计”对话框，选择当前任务信息，如图 7.1 所示

图 7.1 打印统计
· 输出记录：单击输出记录，会把当前打印任务的详细信息以日志文件输出出来。
· 删除全部记录：删除全部的历史打印记录。

2. 历史记录
查看 指定时间段内的历史打印记录。

点击〈打印任务〉菜单中的→〈打印统计〉按钮，或单击工具栏上的
出“打印统计”对话框，选择历史记录，如图 7.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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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打印统计
·查询：按照用户选择的时间段进行查询。
·输出记录：单击输出记录，会把用户选择的时间段内的打印记录以日志文件输出
出来。
·删除记录：删除用户选择的时间段内的打印记录。
·删除全部记录：删除全部的历史打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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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打印

拼图输出同单个图形文件输出一样，需进行打印设置等一系列操作，才能确保图形正常
输出。
建议：设置打印机(绘图仪)时，点击按钮，将“高级”选项卡中的“处理文档”框中的
“……在计算机”项勾选

1. 打印预览
设置打印机后，根据所设置打印机(绘图仪)、纸张大小等进行打印预览。

点击工具条中的

按钮进行预览。如此时需要打印，可直接选择用打印预览框中的

打印功能。

图 8.1 拼图排版打印预览图(左) 批量打印预览图(右)

2. 打印
输出图形。建议：最好使用打印预览框中的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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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方法：点击菜单→或在弹出打印预览对话框中的“打印”按钮或工具条中的
按钮，在弹出的打印设置对话框中进行设置。设置输出图形时所需的绘图仪或打印机、纸张
大小及其他属性。设置完成后即可打印。

3. 转换成 PLT
在排版设置界面勾选生成 PLT 文件，如图

，点击<

打印>，当前打印打印任务中的所有图形全部转成 PLT 文件格式。

设置方法：点击菜单→或在弹出打印预览对话框中的“打印”按钮或工具条中的
按钮，即生成 PLT 文件。

4. 转换成 PDF

新建排版时选择的是输出 PDF 任务，如图

，点击<打印>，当前 PDF 转

换任务中的所有图形全部转换成 PDF 文件格式。

设置方法：点击菜单→或在弹出打印预览对话框中的“打印”按钮或工具条中的
按钮，即转换成 PDF 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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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二次开发

尧创拼图打印中心企业版的开发接口采用 Automation 的形式提供，尧创打印中心提供
进程间本地服务接口供其他进程调用，通过调用接口，可以完成如下内容的工作：
打印设置选项接口（MainPreferences）：包括排版打印设置的所有内容（打印机、纸
张的选择、单页或连续纸设置，排版选项设置等），细节功能，参见打印中心帮助中关于“
排版打印设置”的章节。
PDF文件输出选项接口（PDFPreferences）：包括PDF文件输出设置的所有内容（是否为
每张图纸单独输出PDF文件，PDF文件的输出位置等），细节功能，参见打印中心帮助中关于
“PDF输出设置”的章节。
PLT文件输出选项接口（PLTPreferences）：包括PLT文件输出设置的所有内容（是否为
每张图纸单独输出PLT文件，PLT文件的输出位置等），细节功能，参见打印中心帮助中关于
“PLT输出设置”的章节。
DWG文件打印设置选项接口（DWGPreferences）：包括DWG文件打印设置的所有内容，细
节功能，参见打印中心帮助中关于“DWG文件打印设置”的章节。
任务管理接口（PrintTasks）：包括了新建、激活、关闭打印任务功能。
任务接口（PrintTask）：包括了向打印任务添加，删除图纸等功能。
打印任务选项设置接口（PrintConfig）：包括了对于当前打印任务的选项设置功能。
PDF 转换任务选项设置接口（PrintConfig）：包括了对于当前 PDF 转换任务的选项设
置功能。

1. 对象模型
打印中心企业版既可以作为单独的程序运行，也可以作为 COM 本地服务器使用，支持使
用 C#，VB，C++编程语言调用。
本文只讲述了如何在 VB 中使用接口，关于在 C#中调用 Com 接口的知识，参见：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aa645736(vs.71).aspx#vcwlkcomintero
ptutorialcreatinganunmanagedcomobject
尧创拼图打印中心的对象模型如图 9.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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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对象模型图

2. 对象说明
尧创拼图打印中心实例对象。

a) Application 对象
尧创拼图打印中心实例对象。
Application 对象的属性对应于应用程序主窗口的属性，对于 VB 编程，用户通过如下
方法生成该对象
GetObject(“BatchPrint.Application”)
CreateObject(“BatchPrint.Application”)
如果尧创拼图打印中心应用程序正在运行，GetObject 方法返回当前应用程序对象。如
果当前启动了多个打印中心程序，GetObject 返回第一个打印中心应用程序对象。
如果调用 GetObject 或 CreateObject 前，打印中心没有启动，Windows 会自动启动尧
创拼图打印中心程序。
Application 是一个全局对象，它对应于一个具体的当前启动的打印中心程序。
方法（Methods）

说明

Exit

关闭所有打印任务，退出打印中心
Closes all print tasks and Exits Batch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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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Update

更新所有任务的显示
Updates all print tasks of the current BatchPrint
application

属性
（Properties）
ActiveTask

返回 Task 对象 当前活动打印任务，只读属性
Returns current active task

Application

返回 Application 对象，通过该对象可以向下导航所有的
对象模型层次，只读属性
Returns the application object

DWGPreferences

返回 DWGPreferences 对象 ，DWG 打印设置选项对象， 只
读，是关于 DWG 文件识别及打印的一些选项，保存在注册表中
Returns the DWGPreferences object

FullName

String; 得到应用程序的全路径，只读属性
Returns the application path name

HWND

Long 得到程序主框架窗口句柄，只读属性
Returns mainframe window handle of the application

HWND64

LongLong; 得到 64 位操作系统程序主框架窗口句柄，只读
属性
Returns 64bit system mainframe window handle of the
application

LocalID

Long; 得到当前打印中心的本地进程 ID,
Returns process ID of the BatchPrint application

MainPreferences

MainPreferences; 打印设置选项对象， 只读
是关于打印设置的一些选项，保存在注册表中
Returns the MainPreferences object

Tasks

Tasks; 所有打印任务集合, 只读
通过该集合，可以访问所有当前打印中心对话打开的打印任
务
Returns the Tasks object

PDFPreferences

返回 PDFPreferences 对象，PDF 输出设置选项对象， 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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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关于 PDF 输出时的一些选项
Returns the PDFPreferences object
PLTPreferences

返回 PLTPreferences 对象 ，PLT 输出设置选项对象， 只
读，是关于 PLT 输出时的一些选项.
Returns the PLTPreferences object

事件（Events）
AppActivate

在应用程序主窗口活动前触发
Triggered just before the main application window is
activated.

AppDeactivate

在应用程序主窗口不活动前触发
Triggered just before the main application window is
deactivated.

BeginExit

在打印中心程序退出前触发
Triggered just before an BatchPrint session ends

BeginPrint

开始打印时触发
返回事件处理者打印任务的名称（string TaskName）
Triggered immediately after BatchPrint receives a
request to print a task

BeginNewTask

在收到新建打印任务请求后立即触发
返回事件处理者新建的打印任务的名称（string TaskName）
Triggered immediately after BatchPrint receives a
request to create a new print task.

EndPrint

打印结束时触发
返回事件处理者打印任务的名称（string TaskName）
Triggered after a task has been sent to the printer

EndNewTask

在新建打印任务完成之后立即触发
返回事件处理者新建的打印任务的名称（string TaskName）
Triggered immediately after BatchPrint finishes
creating a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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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MainPreferences 对象
尧创拼图打印中心基本选项对象，尧创拼图打印中心启动后，从注册表中读取默认的基
本选项设置（尧创拼图打印中心关闭前，会将当期基本选项保存在注册表中），使用该对象，
用户可以取得和设置这些选项的值。
用户通过 Application. MainPreferences 来访问尧创拼图打印中心基本选项。
方法（Methods）

说明

无
属性（Properties）
AlignMode

BPAlignMode enum 对齐方式，读/写
vbpTopLeft

左上角对齐

vbpTopRight

右上角对齐

vbpBottomLeft

左下角对齐

vbpBottomRight 右下角对齐
vbpCenter

居中对齐

Sets or returns align type of drawings while
arranging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只读属性
Application 对象，通过该对象可以向下导航所
有的对象模型层次
Returns the application object

ApplyAdditionalMargin

BOOL 是否应用附加页边距，读/写
Sets or returns whether or not apply
additional margins while printing

ArrangeMode

BPArrangeMode enum 拼图模式，读/写
vbpArrangeOptimize

最省纸张模式

vbpArrangeMinFragment 尽可能分成最小的片
段的拼图
vbpArrangeSequence

每页一图

Sets or returns arranging type
AutoFit

Bool

图纸幅面大于纸张幅面时是否自动缩小

图纸，读/写
TRUE-图纸幅面大于纸张幅面时自动缩小图纸
（自动适应模式）
FALSE-非自动适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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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s or return whether or not allow fit while
drawing size greater than paper sieze
BottomDeflate

Int 图纸下面内缩量，单位 0.1MM, 读/写
Sets or returns bottom side deflate
distance(Unit 0.1MM)

BottomAdditionalMargin

Int 图纸下边附加边距（在打印机的页边距的基
础上增加的边距量），单位 0.1MM, 读/写
Sets or returns bottom side additional
margin(Unit 0.1MM)

CanBeLandscape

BOOL 打印机纸张是否支持横放，读/写
Sets or returns whether or not current
printer supports landscape

ColorMode

BPColorMode enum 颜色模式,读/写
vbpMono

黑白模式

vbpColorful

彩色模式

vbpGrayscale

灰度模式

Sets or returns color mode while printing
DefaultAddFilePath

String 默认的添加文件路径，读/写
Sets or returns default file path to add to
print task

DrawingAreaDeflate

Bool 打印时是否内缩图纸
Sets or returns whether or not deflate
drawing area while printing

Hgap

Int 横向排版间距，单位 mm，读/写
Sets or returns horizontal gap between
drawings

LeftDeflate

Int 图纸左边内缩量，单位 0.1MM, 读/写
Sets or returns left side deflate
distance(Unit 0.1MM)

LeftAdditionalMargin

Int 图纸左边附加边距（在打印机的页边距的基
础上增加的边距量），单位 0.1MM, 读/写
Sets or returns left side additional
margin(Unit 0.1MM)

LineWithScale

Int 线宽比例，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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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比例为 0.02 * LineWithScale，例如
LineWithScale = 50 时，线宽比例为 1.0.
注意：LineWithScale <=0 时，表示根据图纸的
实际缩放比例，自动调整线宽
Sets or returns Line width scale while
printing
LocalMediaName

String; 纸张名称, 读/写
纸张的名称，系统根据用户设置打印机名称和纸
张名称，查询并设置纸张 ID
Sets or returns the localized version of the
specified canonical media name

MediaType

BPMediaType enum 介质类型 ,读/写
vbpRollPaper

转筒纸

vbpPlanePaper

平板纸（单页纸）

Sets or returns paper type printed to
MinFormSideLength

Int 最小幅面尺寸，单位 0.1MM, 读/写
Sets or returns minimum form side legnth
(Unit 0.1MM)

OffsetX

Int 打印原点 X 方向偏移，单位 0.1mm，读/写，
暂未使用
Sets or returns X-offset of printing origin

OffsetY

Int 打印原点 Y 方向偏移，单位 0.1mm，读/写，
暂未使用
Sets or returns Y-offset of printing origin

PaperLength

Int 纸张长度，单位 0.1mm，读/写
Sets or returns paper length

PaperLengthLimit

Int 最大拼图长度，单位 mm，读/写
Sets or returns the max length of one page
while roll paper

PaperSizeOption

BPPaperSizeOption enum 纸张尺寸选项
vbpUserSpecifiedPaperSize, 用户选定的纸张
vbpSetPaperSizeAutomatically 根据图纸的原
始幅面，自动设置纸张大小
Sets or returns the paper size determination
- 58 -

尧创拼图&批量打印中心使用手册

option
PaperWidth

Int 纸张宽度，单位 0.1mm，读/写
Sets or returns paper width

PrinterName

String 打印机名称，读/写

PrintPrecision

Int 打印精度，读/写
或称为分辨率：1/m_nPrintPrecision MM, 即每
MM 多少点
推荐值 20
Sets or returns print precision, Unit points
per MM

PrintQuility

BPPrintQualityType enum 打印质量（打印分辨
率），读/写
vbpPrintQualityTypeBest

最佳打印效果

vbpPrintQualityTypeNormal

正常模式打印

vbpWaterMarkTileGapDraft

快速打印输出

Sets or returns print quality
PrintToPltFile

Bool 是否打印到 PLT 文件
Sets or returns whether or not output to PLT
file

RightDeflate

Int 图纸右边内缩量，单位 0.1MM, 读/写
Sets or returns right side deflate
distance(Unit 0.1MM)

RightAdditionalMargin

Int 图纸右边附加边距（在打印机的页边距的基
础上增加的边距量），单位 0.1MM, 读/写
Sets or returns right side additional
margin(Unit 0.1MM)

ShowPrintOptionDlg

Int 在发送到打印机前是否弹出设置打印页面
范围及份数对话框，读/写
0-表示不显示
1-表示允许显示，
Sets or returns whether or not show the print
option dialog while printing

TaskType

enum BPTaskType 任务类型 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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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pTaskTypePrint ： 打印任务类型
vbpTaskTypePDFConvert ： PDF 转换任务类型
Sets or returns the type of this task, there
two task tapes: one is printing task, the other
is PDF converting task.
TexturePattern

Bool 背景纹理图案效果，读/写(暂未支持)
Sets or returns texture pattern effect

TopDeflate

Int 图纸上边内缩量，单位 0.1MM, 读/写
Sets or returns top side deflate
distance(Unit 0.1MM)

TopAdditionalMargin

Int 图纸上边附加边距（在打印机的页边距的基
础上增加的边距量），单位 0.1MM, 读/写
Sets or returns top side additional
margin(Unit 0.1MM)

UnitsSystem

BPUnitsSystemType enum 单位制类型，读/写
vbpUnitsSystemImperial
vbpUnitsSystemMetric

英制
公制

Sets or returns the units system type used
by print task
Vgap

Int 纵向排版间距，单位 mm，读/写
Sets or returns vertical gap between
drawings

WashOutWaterMarkEffect

bool 图片水印显示效果, 读/写
0-无效果
1-表示“冲蚀（washout）”效果
Sets or returns washout watermark effect

WaterMarkPicturePath

String 图片水印文件路径，读/写
Sets or returns watermark picture file path

WaterMarkScale

Int 图片水印显示比例百分数，读/写
0-

表示自动（例如 50 表示 50%）

Sets or returns watermark percentage scale,
0-auto
WaterMarkText

String 水印文字内容，读/写
Sets or returns water mark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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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MarkTextColor

Int 水印文字的颜色，（RGB），读/写
Sets or returns water mark text color

WaterMarkTextFont

String 水印文字字体，读/写
Sets or returns water mark text font

WaterMarkTextHGapType

BPWaterMarkTileGapType enum 水印文字平铺
的横向间距类型，读/写
vbpWaterMarkTileGapSingle

单倍行距

vbpWaterMarkTileGapOneHalf

1.5 倍行距

vbpWaterMarkTileGapDouble

2 倍行距

vbpWaterMarkTileGapFix

固定值

vbpWaterMarkTileGapMutiple

多倍行距

Sets or returns the horizontal tile gap type
of water mark text
WaterMarkTextHGapValue

Double 水印文字平铺的横向间距值，读/写
当 WaterMarkTextHGapType 为
vbpWaterMarkTileGapFix
或 vbpWaterMarkTileGapFix 时有意义
Sets or returns the horizontal tile gap of
water mark text

WaterMarkTextRotation

Int 水印文字的旋转角（单位：0.1 度），读/
写
Sets or returns water mark text rotation,
unit 0.1 degree

WaterMarkTextSize

Int 水印文字的尺寸，读/写
单位 0.1MM，0-表示自动
Sets or returns water mark text size, unit
0.1MM

WaterMarkTextTile

Bool 是否平铺显示文字水印
Sets or returns whether or not tile water
mark text

WaterMarkTextTransparency

Int 水印文字的透明度百分数，读/写
Sets or returns water mark text transparency
perce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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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MarkTextVGapType

BPWaterMarkTileGapType enum 水印文字平铺
的纵向间距类型，读/写
vbpWaterMarkTileGapSingle

单倍行距

vbpWaterMarkTileGapOneHalf

1.5 倍行距

vbpWaterMarkTileGapDouble

2 倍行距

vbpWaterMarkTileGapFix

固定值

vbpWaterMarkTileGapMutiple

多倍行距

Sets or returns the vertical tile gap type
of water mark text
WaterMarkTextVGapValue

Double 水印文字平铺的纵向间距值，读/写
当 WaterMarkTextVGapType 为
vbpWaterMarkTileGapFix
或 vbpWaterMarkTileGapFix 时有意义
Sets or returns the vertical tile gap of
water mark text

WaterMarkType

BPWaterMarkType enum 水印类型,读/写
vbpWaterMarkTypeNone

无水印

vbpWaterMarkTypeImage 图片水印
vbpWaterMarkTypeText

文字水印

Sets or returns watermark type

事件（Events）
无

c) PDFPreferences 对象
尧创拼图打印中心 PDF 文件输出选项对象，尧创拼图打印中心启动后，从注册表中读取
默认的 PDF 文件输出选项设置（尧创拼图打印中心关闭前，会将当前选项保存在注册表中），
使用该对象，用户可以取得和设置这些选项的值。
用户通过 Application. PDFPreferences 来访问尧创拼图打印中心 PDF 文件输出选项。
方法（Methods）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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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Properties）
AppendTimeToPDFName

Bool 输出的 PDF 文件名后面是否自动带输出时间，读
/写
Sets or returns whether or not appending time to
PDF file name

Application

获得 Application 对象，通过该对象可以向下导航所
有的对象模型层次（只读属性）
Returns the application object

AutoOpenPDFFilePath

Bool PDF 输出完成后，是否打开输出目录（注意：只
有重新指定了 PDF 的输出位置，该选项才有效），读/写
Sets or returns whether or not open PDF out
directory while finished out put

BottomDeflate

Int 图纸下面内缩量，单位 0.1MM, 读/写
Sets or returns bottom side deflate distance(Unit
0.1MM)

BottomMargin

Int 输出 PDF 页面的下边距值，单位 0.1mm, 读/写
Sets or returns bottom margin of PDF page
(版本号：2.2013.6.5)

ColorMode

BPColorMode enum 颜色模式,读/写
vbpMono

黑白模式

vbpColorful

彩色模式

vbpGrayscale

灰度模式

Sets or returns color mode while convert drawing
to PDF
DrawingAreaDeflate

Bool 输出 PDF 时是否内缩图纸 读/写
Sets or returns whether or not deflate drawing
area while converting to PDF

HaveMargin

Bool 输出 PDF 时是否留页边距 读/写
Sets or returns whether or not deflate drawing
area while converting to PDF

LeftDeflate

Int 图纸左边内缩量，单位 0.1MM, 读/写
Sets or returns left side deflate distance(Unit
0.1MM)

LeftMargin

Int 输出 PDF 页面的左边距值，单位 0.1mm, 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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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s or returns left margin of PDF page
(版本号：2.2013.6.5)
LineWithScale

Int 线宽比例，读/写
实际比例为 0.02 * LineWithScale，例如
LineWithScale = 50 时，线宽比例为 1.0.
注意：LineWithScale <=0 时，表示根据图纸的实际
缩放比例，自动调整线宽
Sets or returns Line width scale while converting
to PDF

OutputFormSizeOption

BPPaperSizeOption enum PDF 输出幅面选项，读/写
vbpUserSpecifiedPaperSize 使用用户指定的幅面
vbpSetPaperSizeAutomatically

使用每张图纸的

原始幅面
Sets or returns PDF pages output form size option
PaperLength

Int 用户指定的纸张长度，单位 0.1mm，读/写
Sets or returns paper length user specified

PaperWidth

Int 用户指定的纸张宽度，单位 0.1mm，读/写
Sets or returns paper width user specified

PDFFilePath

String 用户指定的 PDF 文件输出位置，
PDFFilePathOption 等于 vbpUserSpecified 时有效 ，读/
写
Sets or returns user specified path to out put PDF
file while PDFFilePathOption equals vbpUserSpecified

PDFFilePathOption

BPPDFOutPathOption enum 输出 PDF 的路径选项 ,读/
写
vbpDrawingOriginalPath 在原图纸文件所
在的位置输出其对应的 PDF 文件
vbpUserSpecified 用户指定的位置
Sets or returns PDF file output path option

PDFPrintOption

BPPDFPrintOption enum PDF 文件打印选项 , 用于 PDF
打印，而不是 PDF 输出,读/写
vbpHighQuality

高质量打印

vbpQuikPrint

快速打印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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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s or returns PDF files printing option
PDFOutPrecision

Int PDF 输出精度，读/写
或称为分辨率：1/PDFOutPrecision MM, 即每 MM 多少
点
推荐值 20
Sets or returns PDF out precision, Unit points per
MM

PDFOutQuility

BPPrintQualityType enum 打印质量（打印分辨率），
读/写
vbpPrintQualityTypeBest

最佳打印效果

vbpPrintQualityTypeNormal

正常模式打印

vbpWaterMarkTileGapDraft

快速打印输出

Sets or returns PDF out quality
RightMargin

Int 输出 PDF 页面的右边距值，单位 0.1mm, 读/写
Sets or returns right margin of PDF page
(版本号：2.2013.6.5)

SubDirectoryName

String 在原图纸文件所在的位置的子目录中输出其
对应的 PDF 文件时，子目录的名称(参见 UseSubDirectory
属性), 读/写
Sets or returns the subdirectory name while output
PDF files to the subdirectory of drawing’s original
location

TaskToPDFOption

BPTaskToPDFOption enum 任务输出到 PDF 选项 ,读/
写
vbpIndividulePDFForEach 为每张图纸单独输出 PDF
文件
vbpTaskToOnePDF

整个打印任务输出为 PDF

Sets or returns printing task out to PDF option
TopDeflate

Int 图纸上边内缩量，单位 0.1MM, 读/写
Sets or returns top side deflate distance(Unit
0.1MM)

TopMargin

Int 输出 PDF 页面的上边距值，单位 0.1mm, 读/写
Sets or returns top margin of PDF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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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号：2.2013.6.5)
UnitsSystem

BPUnitsSystemType enum 单位制类型，读/写
vbpUnitsSystemImperial
vbpUnitsSystemMetric

英制
公制

Sets or returns the units system type used by PDF
converting task
UseSubDirectory

Bool 在原图纸文件所在的位置输出其对应的 PDF 文件
时(PDFFilePathOption = vbpDrawingOriginalPath)，是
否放在单独的子目录中，读/写
Sets or returns whether or not output PDF files
to the subdirectory under the drawing’s original path

WholeTaskPDFFileName

String 整个打印任务输出的 PDF 文件名，读/写
Sets or returns out put PDF file name of whole task

事件（Events）
无

d) PDFConvertConfig 对象
PDF 转换任务设置对象，用于得到或设置具体 PDF 转换任务的基本设置。
用户新建一个 PDF 转换类型的任务时，新建的转换任务设置默认取应用程序 PDF 选项中
对应的属性（Application.PDFPreferences），用户也可以通过任务中的 PDFConvertConfig
对象（Task. PDFConvertConfig）设置当前转换任务的特别设置。
用户通过 Task.PDFConvertConfig 来得到或设置 PDF 转换任务的具体选项。
方法（Methods）

说明

无

属性（Properties）
AppendTimeToPDFName

Bool 输出的 PDF 文件名后面是否自动带输出时间，
读/写
Sets or returns whether or not appending time to
PDF file name

Application

获得 Application 对象，通过该对象可以向下导航
所有的对象模型层次（只读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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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s the application object
AutoOpenPDFFilePath

Bool PDF 输出完成后，是否打开输出目录（注意：
只有重新指定了 PDF 的输出位置，该选项才有效），读/
写
Sets or returns whether or not open PDF out
directory while finished out put

BottomDeflate

Int 图纸下面内缩量，单位 0.1MM, 读/写
Sets or returns bottom side deflate
distance(Unit 0.1MM)

BottomMargin

Int 输出 PDF 页面的下边距值，单位 0.1mm, 读/写
Sets or returns bottom margin of PDF page

ColorMode

BPColorMode enum 颜色模式,读/写
vbpMono

黑白模式

vbpColorful

彩色模式

vbpGrayscale

灰度模式

Sets or returns color mode while converting
DrawingAreaDeflate

Bool 输出 PDF 时是否内缩图纸 读/写
Sets or returns whether or not deflate drawing
area while converting

HaveMargin

Bool 输出 PDF 时是否留页边距 读/写
Sets or returns whether or not deflate drawing
area while converting

LeftDeflate

Int 图纸左边内缩量，单位 0.1MM, 读/写
Sets or returns left side deflate distance(Unit
0.1MM)

LeftMargin

Int 输出 PDF 页面的左边距值，单位 0.1mm, 读/写
Sets or returns left margin of PDF page

LineWithScale

Int 线宽比例，读/写
实际比例为 0.02 * LineWithScale，例如
LineWithScale = 50 时，线宽比例为 1.0.
注意：LineWithScale <=0 时，表示根据图纸的实际
缩放比例，自动调整线宽
Sets or returns Line width scale while
conve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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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FormSizeOption

BPPaperSizeOption enum PDF 输出幅面选项，读/写
vbpUserSpecifiedPaperSize 使用用户指定的幅面
vbpSetPaperSizeAutomatically

使用每张图纸的

原始幅面
Sets or returns PDF pages output form size option
PaperLength

Int 用户指定的纸张长度，单位 0.1mm，读/写
Sets or returns paper length user specified

PaperWidth

Int 用户指定的纸张宽度，单位 0.1mm，读/写
Sets or returns paper width user specified

PDFFilePath

String 用户指定的 PDF 文件输出位置，
PDFFilePathOption 等于 vbpUserSpecified 时有效 ，
读/写
Sets or returns user specified path to out put
PDF file while PDFFilePathOption equals
vbpUserSpecified

PDFOutPrecision

Int PDF 输出精度，读/写
或称为分辨率：1/PDFOutPrecision MM, 即每 MM 多
少点
推荐值 20
Sets or returns PDF out precision, Unit points
per MM

PDFOutQuility

BPPrintQualityType enum 打印质量（打印分辨率），
读/写
vbpPrintQualityTypeBest

最佳打印效果

vbpPrintQualityTypeNormal

正常模式打印

vbpWaterMarkTileGapDraft

快速打印输出

Sets or returns PDF out quality
RightMargin

Int 输出 PDF 页面的右边距值，单位 0.1mm, 读/写
Sets or returns right margin of PDF page

TaskToPDFOption

BPTaskToPDFOption enum 任务输出到 PDF 选项 ,读/
写
vbpIndividulePDFForEach 为每张图纸单独输出
PDF 文件
vbpTaskToOn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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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s or returns printing task out to PDF option
SubDirectoryName

String 在原图纸文件所在的位置的子目录中输出其
对应的 PDF 文件时，子目录的名称(参见 UseSubDirectory
属性), 读/写
Sets or returns the subdirectory name while
output PDF files to the subdirectory of drawing’s
original location

TopDeflate

Int 图纸上边内缩量，单位 0.1MM, 读/写
Sets or returns top side deflate distance(Unit
0.1MM)

TopMargin

Int 输出 PDF 页面的上边距值，单位 0.1mm, 读/写
Sets or returns top margin of PDF page

UnitsSystem

BPUnitsSystemType enum 单位制类型，读/写
vbpUnitsSystemImperial
vbpUnitsSystemMetric

英制
公制

Sets or returns the units system type used by
converting task
UseSubDirectory

Bool 在原图纸文件所在的位置输出其对应的 PDF 文
件时(PDFFilePathOption = vbpDrawingOriginalPath)，
是否放在单独的子目录中，读/写
Sets or returns whether or not output PDF files
to the subdirectory under the drawing’s original
path

WholeTaskPDFFileName

String 整个打印任务输出的 PDF 文件名，读/写
Sets or returns out put PDF file name of whole
task

事件（Events）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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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PLTPreferences 对象
尧创拼图打印中心 PLT 文件输出选项对象，尧创拼图打印中心启动后，从注册表中读取
默认的 PLT 文件输出选项设置（尧创拼图打印中心关闭前，会将当前选项保存在注册表中），
使用该对象，用户可以取得和设置这些选项的值。
用户通过 Application. PLTPreferences 来访问尧创拼图打印中心 PLT 文件输出选项。
方法（Methods）

说明

无

属性（Properties）
AppendTimeToPLTName

Bool 输出的 PLT 文件名后面是否自动带输出时间，
读/写
Sets or returns whether or not appending time to
PLT file name

Application

获得 Application 对象，通过该对象可以向下导航
所有的对象模型层次（只读属性）
Returns the application object

AutoOpenPLTFilePath

Bool PLT 输出完成后，是否打开输出目录（注意：
只有重新指定了 PDF 的输出位置，该选项才有效），读/
写
Sets or returns whether or not open PLT out
directory while finished out put

PLTFilePath

String 用户指定的 PLT 文件输出位置，
PLTFilePathOption 等于 vbpUserSpecified 时有效 ，
读/写
Sets or returns user specified path to out put
PLT file while PLTFilePathOption equals
vbpUserSpecified

PLTFilePathOption

BPPLTOutPathOption enum 输出 PLT 的路径选项 ,
读/写
vbpDrawingOriginalPath 在原图纸文件所
在的位置输出其对应的 PLT 文件
vbpUserSpecified 用户指定的位置
Sets or returns PLT file output path option

SubDirectoryName

String 在原图纸文件所在的位置的子目录中输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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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 PLT 文件时，子目录的名称(参见 UseSubDirectory
属性), 读/写
Sets or returns the subdirectory name while
output PLT files to the subdirectory of drawing’s
original location
TaskToPLTOption

BPTaskToPLTOption enum 任务输出到 PLT 选项 ,读/
写
vbpIndividulePLTForEach 为每张图纸单独输出
PLT 文件
vbpTaskToOnePLT

整个打印任务输出为 PLT

Sets or returns printing task out to PLT option
UseSubDirectory

Bool 在原图纸文件所在的位置输出其对应的 PLT 文
件时(PLTFilePathOption = vbpDrawingOriginalPath)，
是否放在单独的子目录中，读/写
Sets or returns whether or not output PLT files
to the subdirectory under the drawing’s original
path

WholeTaskPLTFileName

String 整个打印任务输出的 PLT 文件名，读/写
Sets or returns out put PLT file name of whole
task

事件（Events）
无

f) DWGPreferences 对象
尧创拼图打印中心 DWG 文件打印选项对象，尧创拼图打印中心启动后，从注册表中读取
默认的 DWG 文件打印选项设置（尧创拼图打印中心关闭前，会将当前选项保存在注册表中），
使用该对象，用户可以取得和设置这些选项的值。
用户通过 Application. DWGPreferences 来访问尧创拼图打印中心 DWG 文件打印选项。
方法（Methods）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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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Properties）
AnsiFrameSideLimite

double 单位纸为英制时构成图框边的最小长度限
制，绘图单位，读/写
分析图框时，小于这个长度的线条将被忽略
Sets or returns frame size limits(For Imperial
unit system)

AnsiGutterMargin

Double

单位纸为英制时装订边宽度，正确打印后

的图纸的装订边宽度，读/写
Sets or returns the gutter margin(For Imperial
unit system)
Application

获得 Application 对象，通过该对象可以向下导
航所有的对象模型层次（只读属性）
Returns the application object

CharacterizeMode

BPCharacterizeMode enum 识别模式 ,读/写
vbpIntelligent
vbpPageSetting

智能识别
根据 DWG 文件中的页面设置

Sets or returns drawing characterize mode
DefaultFontPath

String 默认字体文件名(不带路径)，读/写
Sets or returns default font file name

ExplodeProxyEnt

Bool 是否打散代理实体，读/写
TRUE-打散
FALSE-不打散
Sets or returns whether or not explode proxy
entity to simple entity

FrameSideLimite

double 构成图框边的最小长度限制，绘图单位，
读/写
分析图框时，小于这个长度的线条将被忽略
该接口被 IsoFrameSideLimite 和
AnsiFrameSideLimite 替代
Sets or returns frame size limits
Substituded by IsoFrameSideLimite 和
AnsiFrameSideLimite

GutterMargin

Double

装订边宽度，正确打印后的图纸的装订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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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读/写
该接口被 IsoGutterMargin 和
AnsiGutterMargin 替代
Sets or returns the gutter margin
Substituded by IsoGutterMargin and
AnsiGutterMargin
IsoFrameSideLimite

double 单位纸为公制时构成图框边的最小长度限
制，绘图单位，读/写
分析图框时，小于这个长度的线条将被忽略
Sets or returns frame size limits(For metric
unit system)

IsoGutterMargin

Double

单位纸为公制时的装订边宽度，正确打印

后的图纸的装订边宽度，读/写
Sets or returns the gutter margin(For metric
unit system)
PageSettingUsed

BPDWGPageSettingUsed enum 用什么页面设置识别
图纸，读/写
vbpPageSettingAll

使用所有的页面设置识别图

纸
vbpPageSettingCur 使用当前布局的页面设置识
别图纸
Sets or returns DWG page setting used to
characterize
PlotStyleFilePath

String 打印样式文件全路径文件名，读/写
Sets or returns current plot style's file full
path

SupportFilePath

String 支持文件目录(如果设置多个支持目录，目
录之间用分号隔开)，块引用，图片引用等的搜索路径，
读/写
Sets or returns the support file search path

PlotStyleFilePathForPDF

String 输出 PDF 时使用的打印样式文件全路径文
件名，读/写
Sets or returns current plot style's file full
path while output PD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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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efaultFont

Bool 是否使用默认字体，读/写
TRUE-使用
FALSE-不使用
Sets or returns whether or not use default font

UsePlotStyle

Bool 是否使用打印样式打印文件，读/写
TRUE-使用
FALSE-不使用
Sets or returns whether or not use plot style

UsePlotStyleForPDF

Bool 输出 PDF 时是否使用打印样式打印，读/写
TRUE-使用
FALSE-不使用
Sets or returns whether or not use plot style
while output PDF file

事件（Events）
无

g) Task 对象
任务对象，也可以是 PDF 转换任务，用户可以通过该对象的方法，向任务中添加和移除
图纸，获得当期打印任务设置对象（PrintConfig 对象）以及 PDF 转换任务设置对象
(PDFConvertConfig 对象)。
用户通过 Tasks. Item 方法得到的指定序号的任务对象
方法（Methods）

说明

Activate

激活本任务
Makes the specified task active

AddDrawing

添加给定路径的图纸文件
AddDrawing（DrawingName）
DrawingName：String; input-only
Add a drawing to specified task

Close

关闭任务
Close the specified task

ExportPDF

任务输出为 PDF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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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接口，系统将根据 PDFConvertConfig 的设置将
本任务中加入的文件输出为 PDF 文件。
Export all drawings in this task to PDF file or
files according to the settings of PDFConverConfig
Print

发送当前打印任务到打印机
Send current task to printer/plotter

Rearrange

重新排版
Rearrange()

说明：
使用 Add 方法添加图纸文件时，系统不会像手工添加
图纸那样，立即排版，必须调用本方法排版图纸
Rearrange all the drawings of the specified task
RemoveDrawing

移除指定的图纸文件
RemoveDrawing（Name）
Name：String; input-only
图纸文件名
Remove the specified drawing from this task

UpdateConfig

使用本任务的打印设置，更新打印任务的显示
UpdateConfig()
说明：
通过本任务的 PrintConfig 对象或 PDFConvertConfig
对象修改任务选项后，调用该方法使设置生效
Update current task’s view using current print
configure settings or PDF converter settings

属性（Properties）
Active

Boolean 判断本任务是否是当前活动任务，只读
Returns if the task is the active task for the
session.

Application

获得 Application 对象，通过该对象可以向下导航所
有的对象模型层次（只读属性）
Returns the application object

PDFConvertConfig

获得 PDFConvertConfig 当前任务打印设置选项对象,
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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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s the PDFConvertConfig objec
PrintConfig

获得 PrintConfig 当前任务打印设置选项对象, 只
读，
Returns the PrintConfig objec

TaskType

enum BPTaskType 任务类型 读/写
vbpTaskTypePrint ： 打印任务类型
vbpTaskTypePDFConvert ： PDF 转换任务类型
Sets or returns the type of this task, there two
task tapes: one is printing task, the other is PDF
converting task.

事件（Events）
Activate

当一个打印任务激活时触发
Triggered when a task window is activated.

BeginClose

当打印中心请求关闭一个打印任务时，立即触发这个
事件
Triggered immediately after BatchPrint receives
a request to close a task.

BeginExportPDF

开始输出 PDF 时触发（返回当前任务的名称 string
TaskName）
Triggered immediately after BatchPrint receives
a request to export PDF, return current task name

BeginOutOnePDFFile

开始输出当前打印任务中的一张图纸到 PDF 文件时触
发
返回事件处理者图纸的名称（string DrawingName）
Triggered before a drawing is going to be
converted to a PDF file, return sink the drawing name
to be converted
(版本号：1.2012.06.18)

BeginPrint

开始打印时触发（返回打印任务的名称）
Triggered immediately after BatchPrint receives
a request to print a task.

Deactivate

当一个打印任务变成不活动时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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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ggered when the task window is deactivated
EndExportPDF

PDF 输出任务结束后触发(返回当前任务的名称
string TaskName）
Triggered after a task has been exported to PDF.
(版本号：1.2012.06.18)

EndOutOnePDFFile

结束将一张图纸输出到 PDF 时触发（返回输出的 PDF
文件的名称 string PDFFileName）
Triggered after a drawing has been converted to
a PDF File
(版本号：1.2012.06.18)

EndPrint

打印结束时触发(返回打印任务的名称)
String; input to the handler
The name of the task that has been printed.
Triggered after a task has been sent to the
printer.

h) Tasks 对象
打印任务集管理对象，通过该对象，用户可以新建新的打印任务，获得给定名称或编号
的打印任务。
用户通过 Application. Tasks 来管理所有的打印任务对象。
方法（Methods）

说明

CloseAll

关闭所有打印任务
Close all open tasks

Item

Item(Index)
Index
Variant; input-only
返回指定位置的任务对象（Task），必须在 0~打印任务数-1
之间
返回值：
返回指定位置的打印任务对象（Task）
Given the index, returns the task with the given index from
the tasks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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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新建一个任务，返回新建的 PrintTask 对象
Tasks.New(TaskName, TaskType)
TaskName –String 打印任务的名称，如果为空，则新建一个
默认名称的打印任务
TaskType：enum BPTaskType 任务类型
vbpTaskTypePrint ： 打印任务类型
vbpTaskTypePDFConvert ： PDF 转换任务类型

Create a new task and make it the active task, returns the
new Task object

属性
（Properties）
Application

获得 Application 对象，通过该对象可以向下导航所有的对象
模型层次（只读属性）
Returns the application object

Count

返回打开的打印任务数量
Returns the number of tasks in the object

事件（Events）
无

i) PrintConfig 对象
打印任务设置对象，用于得到或设置具体打印任务的基本设置。
用户新建一个打印任务时，新建的打印任务设置默认取应用程序基本选项中对应的属性
（Application. MainPreferences），用户也可以通过打印任务中的 PrintConfig 对象
（Task.PringConfig）设置当前打印任务的特别设置。
用户通过 Task.PringConfig 来得到或设置打印任务的具体选项。
方法（Methods）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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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Properties）
AlignMode

BPAlignMode enum 对齐方式，读/写
vbpTopLeft

左上角对齐

vbpTopRight

右上角对齐

vbpBottomLeft

左下角对齐

vbpBottomRight 右下角对齐
vbpCenter

居中对齐

Sets or returns align type of drawings while
arranging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只读属性
Application 对象，通过该对象可以向下导航所有的对
象模型层次
Returns the application object

ArrangeMode

BPArrangeMode enum 拼图模式，读/写
vbpArrangeOptimize

最省纸张模式

vbpArrangeMinFragment 尽可能分成最小的片段的
拼图
vbpArrangeSequence

每页一图

Sets or returns arranging type
AutoFit

Bool

图纸幅面大于纸张幅面时是否自动缩小图纸，

读/写
TRUE-图纸幅面大于纸张幅面时自动缩小图纸（自动适
应模式）
FALSE-非自动适应模式，
Sets or return whether or not allow fit while
drawing size greater than paper sieze
CanBeLandscape

BOOL 打印机纸张是否支持横放，读/写
Sets or returns whether or not current printer
supports landscape

ColorMode

BPColorMode enum 颜色模式,读/写
vbpMono

黑白模式

vbpColorful

彩色模式

vbpGrayscale

灰度模式

Sets or returns color mode while 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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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ap

Int 横向排版间距，单位 mm，读/写
Sets or returns horizontal gap between drawings

LineWithScale

Int 线宽比例，读/写
实际比例为 0.02 * LineWithScale，例如
LineWithScale = 50 时，线宽比例为 1.0.
注意：LineWithScale <=0 时，表示根据图纸的实际
缩放比例，自动调整线宽
Sets or returns Line width scale while printing

LocalMediaName

String; 纸张名称, 读/写
纸张的名称，系统根据用户设置打印机名称和纸张名
称，查询并设置纸张 ID
Sets or returns the localized version of the
specified canonical media name

MediaType

BPMediaType enum 介质类型 ,读/写
vbpRollPaper

转筒纸

vbpPlanePaper

平板纸（单页纸）

Sets or returns paper type printed to
OffsetX

Int 打印原点 X 方向偏移，单位 0.1mm，读/写，暂未
使用
Sets or returns X-offset of printing origin

OffsetY

Int 打印原点 Y 方向偏移，单位 0.1mm，读/写，暂未
使用
Sets or returns Y-offset of printing origin

PaperLength

Int 纸张长度，单位 0.1mm，读/写
Sets or returns paper width

PaperSizeOption

BPPaperSizeOption enum 纸张尺寸选项, ,读/写
vbpUserSpecifiedPaperSize 用户指定的纸张尺寸
vbpSetPaperSizeAutomatically

根据图纸的原始

尺寸自动设置纸张尺寸
Sets or returns paper size option
PaperWidth

Int 纸张宽度，单位 0.1mm，读/写
Sets or returns paper width

PaperLengthLimit

Int 最大拼图长度，单位 mm，读/写
Sets or returns the max length of one page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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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l paper
PrinterName

String 打印机名称，读/写

PrintPrecision

Int 打印精度,读/写
或称为分辨率：1/m_nPrintPrecision MM, 即每 MM 多
少点
推荐值 20
Sets or returns print precision, Unit points per
MM

PrintQuility

BPPrintQualityType enum 打印质量（打印分辨率），
读/写
vbpPrintQualityTypeBest

最佳打印效果

vbpPrintQualityTypeNormal

正常模式打印

vbpWaterMarkTileGapDraft

快速打印输出

Sets or returns print quality
PrintToPltFile

Bool 是否输出为 PLT 文件, 读/写
Sets or returns whether or not printing to PLT file

UnitsSystem

BPUnitsSystemType enum 单位制类型，读/写
vbpUnitsSystemImperial
vbpUnitsSystemMetric

英制
公制

Sets or returns the units system type used by
printing task
VGap

Int 纵向排版间距，单位 mm，读/写
Sets or returns vertical gap between drawings

事件（Events）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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