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序安装 1
程序安装

LabelMark 5.0 程序需通过从软件包装提供的 DVD 安装。  

从 DVD 安装 LabelMark 5.0 程序： 

1. 将 DVD 放入计算机的 DVD 光驱。

安装程序自动启动。  

2. 按屏幕提示操作。

如果通过电子方式购买 LabelMark 5.0 程序，您会收到一封包含程序文件、许可证信息 /

序列号和安装说明的电子邮件。 请按照以下说明正确安装 LabelMark 5.0

您必须更新打印机驱动程序才能进行正确的打印。

注册程序

请登录 www.bradycorp.com/register 在线注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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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序启动  
程序启动

启动 LabelMark 5.0 程序：

1. 在 Windows 桌面上，单击“开始”按钮。

2. 选择 “程序”>Brady>LabelMark。

或者

如果已创建桌面图标，双击该图标。

3. 在 “新建 / 打开”屏幕上，选择一个组件编号，然后单击 “确定”。

图 1.  新建 / 打开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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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窗口

图 2.  工作区域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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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用程序窗口  
窗口元素

窗口元素 描述

菜单 菜单提供了 LabelMark 程序中可用的功能或命令。

工具栏 显示为按钮的菜单快捷键集合。 工具栏中包括标准 Windows 应

用命令和 LabelMark 软件专用命令，从而帮助您处理标签制作任

务。

状态栏 状态栏位于工作窗口 下部，用于显示标签和正在使用的介质等

相关信息。 状态栏中包含了已选标签组件编号和当前文件中的标

签总数。

工作区域 即屏幕的主区域，用于显示当前标签文件和其他 LabelMark 功

能，例如管理自定义组件、方案和收藏夹。

属性窗口 属性窗口位于工作区域窗口右侧，其中包含了用于当前标签元素

的格式功能。

文档选项卡 用于显示打开文件的名称或功能页面。 如果是新建文件且未保存

过，则未保存文件会显示为 “未命名”。

缩放按钮控制 缩放功能适用于编辑标签、模板或自定义组件，您可以通过向左

右两侧拖动按钮在标签文档中执行放大或缩小操作。 缩放范围为 

25% -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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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栏 5
工具栏

标准工具栏

按钮 功能 按钮 功能

创建新标签文件、模板或

作业。

打开前一个已保存的标签

文件、模板或作业。

保存标签文件、模板或作

业。

显示有关 LabelMark 打

印机当前可用性的信息。

发送标签文件或模板至打

印机。

在打印前预览标签文件或

模板。

删除标签上的元素，以将

其放置到另一个标签上或

同一标签的不同区域。

复制标签上的元素。

将剪切或拷贝下来的元素

粘贴到其他标签上，或同

一标签的不同区域。

撤销上一操作，将标签 /

文档恢复至采取该操作前

的状态。

恢复上一操作，将标签 /

文档恢复至采取 “撤销”

操作前的状态。

将标签上的元素或标签文

件中的标签永久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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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具栏  
格式工具栏

按钮 功能 按钮 功能

为文本元素选择不同的字

体 （字型）和 / 或字号。

字体属性按钮用于将文本

元素变为粗体、斜体或下

划线格式。

水平对齐按钮用于在文本

元素边界内对齐文本

（左、居中、右） 

垂直文本对齐

按钮用于将标签上的元素

纵向对齐 （上、中、

下）。

水平文本对齐按钮用于将

标签上的元素横向对齐

（左、居中、右）。

旋转

向左或向右旋转标签上的

元素 （每次旋转 90 

度）。

垂直 /水平居中对象按钮

用于将元素与标签边界垂

直或水平居中对齐。

前置 /后置按钮用于重新

布置重叠元素，从而使所

有图层可见。

将标签视图旋转 90、180 

或 270 度，以打印旋转

后的对象副本。旋转标签

视图时，标签上的已有数

据 “不会”随图片旋转。

用于查看双面标签的第一

面、第二面或两面。仅限

使用双面标签时可用。

从双面标签的的一面重复

使用数据到另外一面。

将突出显示的字符变为上

标格式显示在略高于文本

行的位置。

将突出显示的字符变为下

标格式显示在略低于文本

行的位置。
LabelMark 5.3 快速入门指南 10/8/10



工具栏 7
操作工具栏

按钮 功能 按钮 功能

选择工具

选择标签上的元素，在元

素周围放置手柄以示其已

被选中。

文本工具

用于在标签上输入文本。 

（如果 “允许进行图形标

签设计”功能未启用，标

签会自动进入文本模

式。）

图片工具

用于在标签中插入图形。  

（必须启用“允许进行图

形标签设计”功能。）

条码工具

用于在标签中插入条码。 

（必须启用“允许进行图

形标签设计”功能。）

线条工具

用于在标签上绘制水平、

垂直或对角线。（必须启

用“允许进行图形标签设

计”功能。）

矩形工具

用于在标签上绘制方形或

矩形。（必须启用 “允许

进行图形标签设计”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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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导航  
导航

鼠标

功能 按钮操作 描述

选择 左键单击 选择一个标签元素或标签本身。 

上下文菜单 右键单击 显示适用于已选元素或标签的上下文菜单。

多选非连续项目 CTRL + 左键单击 用于选择一个或多个非连续的元素或标签。 

（非连续是指元素或标签彼此不相邻。）

多选连续项目 SHIFT + 左键单击 用于选择一个范围内的连续标签。（连续指标

签彼此相邻。）此功能不适用于元素。

拖放 / 移动 左键拖动 移动标签中所选的标签元素。

如果将鼠标放在所选元素的一个手柄上，则左

键拖动可以调整元素大小。

套索 左键拖动 如果鼠标没有放在任何已选的项目上，按左键拖

动时选择多个项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用户手册第 47 页的 “选择多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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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标移动

功能 键 描述

移至下一个 移至文件中的下一标签。

移至上一个 移至文件中的上一标签。

向上滚动 在多标签文件中，按此键时向上滚动一个

标签行。

向下滚动 在多标签文件中，按此键时向下滚动一个

标签行。

第一个 • 转至文件中的第一个标签。

• 在文本元素中，按此键时移至文本行

的开头。

后一个 • 转至文件中的 后一个标签。

• 在文本元素中，按此键时移至文本行

的结尾。

上移 • 如果已选中多标签文件中某一标签，

则按此键时移至上一标签。 

• 如果已选中标签元素，则按此键时选

中上一元素。 

• 如果选中的是 后一个元素，则按此

键时选定框会移至上一标签并选中

该标签的 下部的元素。

下移 • 如果已选中多标签文件中某一标签，

则按此键时选中下一标签。 

• 如果已选中标签元素，则按此键时选

中下一元素。 

• 如果选中的是 后一个元素，则按此

键时选定框会移至下一标签并选中

该标签的 上部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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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导航  
左移 • 如果已选中多标签文件中某一标签，

则按此键时选中左侧标签。 

• 如果已选中标签元素，则按此键时选

中当前已选元素左边的元素。 

• 如果选中的是左上部的首个元素，则

按此键时选定框会移至左侧标签并

选中该标签 右侧的元素。

右移 • 如果已选中多标签文件中某一标签，

则按此键时选中右侧标签。 

• 如果已选中标签元素，则按此键时选

中当前已选元素右边的元素。 

• 如果选中的是 右侧的元素，则按此

键时选定框会移至右侧标签并选中

该标签 左侧的元素。

向上微调元素 将所选元素向上调整一个单元格。 

向下微调元素 将所选元素向下调整一个单元格。 

向左微调元素 将所选元素向左调整一个单元格。 

向右微调元素 将所选元素向右调整一个单元格。 

转至 调用 “转至标签”对话框，以转至特定

标签。

查找 调用 “查找”对话框，以在标签文件中

搜索特定文本。

查找下一个 在文本中查找下一处搜索内容。

功能 键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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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 11
查找并替换 条用 “查找并替换”对话框，以用不同

的文本替换搜索到的文本内容。

选择全部元素 选中一个标签上的所有元素。

选择所有标签 选中标签文件中的所有标签。

取消当前操作 取消当前操作，包括取消上下文菜单或对

话框。

剪贴板复制 复制所选元素或标签，并将副本放置在剪

贴板中。

剪贴板剪切 将所选元素或标签从编辑器中删除，并放

置在剪贴板中。 该操作可撤销 / 恢复。

剪贴板粘贴 将剪贴板中的内容粘贴至已选标签。 该

操作可撤销 / 恢复。

撤销 撤销上一操作。 将元素或标签恢复至执

行该操作前的状态。

恢复 恢复 “撤销”前的操作。 将元素或标签

恢复至执行 “撤销”操作前的状态。

命令倍增器 打开 “命令倍增器”对话框。 复制整个

标签中的对象或内容，并根据您的设置成

倍粘贴复制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用户手册第 66 页的“数据绑定（已链

接）对象”。）

功能 键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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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导航  
标签导航 

在单个标签视图中，可使用“状态栏”右

侧的“标签导航”按钮访问特定标签。

转至文件的特定标签：

1. 突出显示 “标签导航”编号字段的当前

编号。

2. 输入您要转至的标签编号。

3. 按 [Enter] 键。

转至下一或上一标签：

1. 单击 “下一个”  或 “上一个” 。

转至文件中的 后一个或第一个标签：

2. 单击 “ 后一个”  或“第一个” 。

快速缩放

缩放控制标尺显示在状态栏的右下角。快速更

改标签文件的缩放百分比：

1. 将缩放控制按钮向标尺右侧拖动可增大显

示尺寸。

2. 将缩放控制按钮向标尺左侧拖动可缩小显示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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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文本 13
添加文本

添加文本至标签 （启用 “允许进行图形标签设计”功能）：

1. 单击要添加文本的标签。  

2. 单击 “操作”工具栏上的文本按钮 。

鼠标指针变成 I 型标，即表示可以输入文本。

3. 在要输入文本的位置单击鼠标。

4. 输入文本。

输入的文本周边会出现一个边框。  此边框代表着文本行。

5. 输完文本之后，单击屏幕上的任一位置，删除键入行边框。

选定某个元素后 （例如，显示手柄或键入行边框），将显示该元素的属

性。  使用属性对话框对元素重新格式化。

编辑文本元素

在文本元素中添加或删除文本：

1. 双击文本元素以访问文本字符串。

文本行边框重新显示，并且光标在文本字符串前闪烁。  

在文本字符串中添加文本：

2. 在要添加文本的文本字符串中单击鼠标。

3. 输入文本。

访问文本字符串后删除字符：

4. 在要删除的字符左侧或右侧单击鼠标。

5. 按 [DELETE] 键可删除光标右侧的字符；按 [BACKSPACE] 键可删除光标左侧的字符。

退出文本字符串：

6. 单击标签上的任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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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添加图片  
添加图片

在标签中添加图片：

1. 单击 “操作”工具栏上的图片按钮 。

鼠标显示为十字形 ( )。

2. 拖动鼠标图标，绘制一个可在其中显示图片的图框。

3. 从显示的 “打开”对话框中，浏览目录并查找要使用的图片。

4. 在图片列表中，单击要使用的图片，然后单击 “打开”。

图片将填充您绘制的图框。

调整图片大小

图片放入图框后，带有图框的图片周边将显示一系列的“手柄”。  

1. 将鼠标放在一个手柄上。

2. 拖动鼠标可放大或缩小图片。（向图片内拖动可缩小图片；向外拖动可放大图片。）

移动图片

将图片移至另一个位置：

1. 单击图片，显示手柄。

2. 将鼠标放在图片边界内 （并不是放在任何手柄上），将图片拖至新位置。  鼠标在图片

内会显示为十字形 。

3. 要删除图片上的手柄，单击屏幕上的任一位置。
LabelMark 5.3 快速入门指南 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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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件

要打印标签文件，在文件中的任一位置：

1. 单击 “打印” 。

此操作将显示“打印”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更改打印机，选择要打印的具体标签，或指

定打印的份数。 

2. 单击 “打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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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保存文件  
保存文件

要保存文件以备将来使用，可将标签文件显示在屏幕上：

1. 单击 “保存”  图标。

2. 使用标准的 Windows 操作程序，确定保存文件的目录。

3. 在 “文件名称”：字段中，输入要保存的标签文件的名称。

4. 单击 “保存”  

如果该文件名已经存在，则那么系统会显示一条信息来询问是否要覆盖使用该文件名的旧

文件。  

5. 若要覆盖，单击 “是”。 

或者

单击 “否”按钮清除屏幕上显示的信息，并返回到文件名输入框

6. 要输入不同的文件名或选择不同的目录，请重复上述步骤 2 到步骤 4 的操作。

文件保存完毕后，系统将返回到仍显示有已保存文件的“编辑器”页面。

清除页面中显示的已保存文件：

7. 单击 “标签名”选项卡上的 “X”。

或者

选择 “文件 > 关闭活动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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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要删除图片上的手柄，单击屏幕上的任一位置。


	打印文件
	1. 单击“打印”。
	2. 单击“打印”。

	保存文件
	1. 单击“保存” 图标。
	2. 使用标准的 Windows 操作程序，确定保存文件的目录。
	3. 在“文件名称”：字段中，输入要保存的标签文件的名称。
	4. 单击“保存”
	5. 若要覆盖，单击“是”。 或者 单击“否”按钮清除屏幕上显示的信息，并返回到文件名输入框
	6. 要输入不同的文件名或选择不同的目录，请重复上述步骤 2 到步骤 4 的操作。
	7. 单击“标签名”选项卡上的“X”。 或者 选择“文件>关闭活动选项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