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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於Line mode 條碼機的網路版DLL(Web DLL)  
 

ez2web.dll 是動態聯結函式庫，適用於 Windows 95,98, NT,ME,2000 and XP等作
業系統。  該DLL利用呼叫window printer spooler 系統 的API.  
 
 Ez2web.dll 適合用於透過網路架構處理印表機列印工作。並且可以同時處理多台印
表機，當這些印表機驅動程式已完成安裝在系統中。 
 

Getjobcount() 可以用來取代先前的isready()函式，當傳回值非零值時，表示尚有列
印工作還在進行中，而應用程式可以利用Getjobcount()確認列印工作是否完成，以便進
行下一個列印工作。 
 
修改部份：  

openport 修改成開啟已安裝的印表機裝置。 
新增部分： 

beginjob            ---- 開始列印工作，並設定紙張大小、列印明暗度和速度。 
endjob              ---- 結束目前列印工作。 
getjobcount      ---- 取得目前處於印表機緩衝區的列印工作個數。 
ecTextOutFine ---- 輸出True Type 字型的文字，可設定包含ogintation、weight、 
                               italic、underline、strikeout和inverse 等相關參數。 

1-1. DLL 函式庫表 
函數 使用說明 

1. openport 開啟已完成安裝命名的印表機裝置 
2. beginjob 開始列印工作. 

設定紙張大小、列印明暗度和速度 
3. closeport 關閉該印表機輸出埠 
4. endjob 結束該目前列印工作 
5. getjobcoun  取得目前處於印表機緩衝區的列印工作個數 
6. ecTextOut     指定True Type字型做為輸出文字的字型. 
7. formfeed 換頁 
8. printfont 使用內建字型輸出文字 
9. printbar 輸出條碼 
10. forward 吐紙長度 
11.backward 收紙長度 
12.cutter 裁刀裁切紙張(EZ-2C/4C only) 
13.strip_on 啟動剝紙器功能 (EZ-2S/4S only) 
14.strip_off 關閉剝紙器功能(EZ-2S/4S only) 
15.putimage 列印多色調圖形(支援BMP和JPG)及設定圖形的 

旋轉角度，並以半色調技術處理後輸出 

16.ecTextOutFine 輸出True Type 輸出文字的字型且提供樣式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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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DLL 函式庫說明 
1. openport 

描述: 選擇已完成驅動程式安裝的印表機作為輸出埠 
函式名稱: Openport(name) 
輸入參數: name: (字串) 完整的印表機名稱，如果是網路印表機須

包含網路路徑 
回傳值: 1 = (整數) 成功 

0 = (整數) 失敗 

2. beginjob 

描述: 開始列印工作 
函式名稱: setup(a,b,c,d,e,f) 
輸入參數: a: (整數) 標籤高度(單位： mm) 
 b: (整數) 明暗度(0~7) 
 c: (整數) 列印速度(1~2) 
 d: (整數) 紙張類別 

0: 標籤紙 
1: 黑線紙 
2: 連續紙 

 e: (整數) 標籤間距(單位： mm) 
 f: (整數) 黑線寬度 
回傳值: 1 = (整數) 成功 

0 = (整數) 失敗 

3. closeport 

描述: 關閉輸出埠 
函式名稱: closeport() 
I輸入參數: 無 
回傳值: 無 

4. endjob 

描述: 結束列印工作 
函式名稱: endjobt() 
輸入參數: 無 
回傳值: 1 = (整數) 成功      

0 = (整數) 失敗 

5. getjobcount 

描述: 取得目前處於印表機緩衝區的列印工作個數 
函式名稱: getjobcount() 
輸入參數: 無 
回傳值: (整數) 尚未完成列印的列印工作數量 

0 :列印緩衝區內無任何列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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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cTextOut 

描述: 輸出True Type字型文字 
函式名稱: ecTextOut(a,b,c,d) 
輸入參數: a: (整數) 左邊起印位置(dots) 
 b: (整數) 文字高度 
 c: (字串) 字型名稱，如細明體 
 d: (字串) 資料字串 
回傳值: 1 = (整數) 成功 

0 = (整數) 失敗 

7. formfeed 

描述: 換頁 
函式名稱: formfeed() 
輸入參數: 無 
回傳值: 1 = (整數) 成功 

0 = (整數) 失敗 

8. printfont 

描述: 輸出內建字型文字 
函式名稱: printfont(a,b,c,d) 
輸入參數: a: (字串) 左邊起印位置(dots) 
 b: (字串) 水平倍數(1 - 7) 
 c: (字串) 水平放大倍數(1 - 4) 
 d: (字串) 資料字串 
回傳值: 1 = (整數) 成功 

0 = (整數) 失敗 

9. printbar 

描述: 輸出條碼 
函式名稱: printbar(a,b,c,d,e,f,g) 
輸入參數: a: (字串) 左邊起印位置(dots) 
 b: (字串) 條碼種類 

0 = CODE 128 C/B 
1 = CODE 128 B/C 
2 = Interleaved 2 of 5  
3 = CODE 39 
9 = CODE 93 
K = CODA bar code 
U = UPC A/E, *UPC A/E + add on 2/5 
E = EAN 8/13, *EAN 8/13 + add on 2/5 

 c: (字串) 條碼窄度(1 - 10 dots) 
 d: (字串) 條碼寬度(2 - 30) 
 e: (字串) 條碼高度(單位:mm) 
 f: (字串) 碼文內容 
 g: (字串) 碼文顯示 

0 = 不顯示 
1 = 顯示 

回傳值: 1 = (整數) 成功 
0 = (整數) 失敗 

 



 4

10. forward 

描述: 吐紙長度 
函式名稱: forward(no) 
輸入參數: no = (字串) 吐紙長度(單位:dot) (1mm = 8dots) 
回傳值: 1 = (整數) 成功 

0 = (整數) 失敗 
 

11. backward 

描述: 收紙長度 
函式名稱: backward(no) 
輸入參數: no = (字串) 收紙長度 
回傳值: 1 = (整數) 成功 

0 = (整數) 失敗 
 

12. cutter 

描述: 裁刀裁切連續紙(限 EZ-2C/4C) 
函式名稱: cutter() 
輸入參數: 無 
回傳值: 1 = (整數) 成功 

0 = (整數) 失敗 
 

13. strip_on 

描述: 啟動剝紙器功能(限 EZ-2S/4S) 
函式名稱: strip_on() 
輸入參數: 無 
回傳值: 1 = (整數) 成功 

0 = (整數) 失敗 
 

14. strip_off 

描述: 關閉剝紙器功能(限 EZ-2S/4S) 
函式名稱: strip_off() 
輸入參數: 無 
回傳值: 1 = (整數) 成功 

0 = (整數) 失敗 

15. putimage 

描述: 列印多色調圖形(支援BMP和JPG)及設定圖形的 

旋轉角度，並以半色調技術處理後輸出 

函式名稱: putimage(x,y,filename, degree) 
輸入參數: X : (整數) 左邊起印水平位置(dots). 
 filename : (字串) 圖檔名稱，支援BMP 和 JPG 圖檔格式 
 degree: (整數)  

0 : 0   度 
90 : 90  度 

回傳值: 1 = (整數) 成功 
0 = (整數) 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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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cTextOutFine 

描述: 輸出True Type 字型的文字，可設定包含orientation、Weight、 
italic、underline、strikeout和inverse 等相關參數。 

函式名稱: ecTextOutFine(x,b,c,d,e,f,g,h,i,j,k) 
輸入參數: x: (整數) 左邊水平起印位置(dots) 

b: (整數) 文字高度 
c: (字串) 字型名稱 
d: (字串) 資料字串 
e: (整數) 文字寬度 
f:  (整數) 指定字型的weight (0-1000) (例如, 400 :一般;   

700: 粗體 ) 
g: (整數)旋轉角度. ( 0/90/180/270)   
h: (整數) 1:粗體.  
I:  (整數) 1:底線   
j:  (整數) 1.刪除線  
K: (整數) 0:一般 
              1:反向 

回傳值: 1 = (整數) 成功 
0 = (整數) 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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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範例 
(1) VB 範例 
 
Private Declare Sub beginjob Lib "d:\gdx_cdsource\dll\sample\vb50\ez2web.dll" (ByVal a%, 
ByVal b%, ByVal c%, ByVal d%, ByVal e%, ByVal f%) 
Private Declare Sub openport Lib "d:\gdx_cdsource\dll\sample\vb50\ez2web.dll" (ByVal 
command$) 
Private Declare Sub ecTextOut Lib "d:\gdx_cdsource\dll\sample\vb50\ez2web.dll" (ByVal x%, 
ByVal b%, ByVal c$, ByVal d$) 
Private Declare Sub endjob Lib "d:\gdx_cdsource\dll\sample\vb50\ez2web.dll" () 
Private Declare Sub closeport Lib "d:\gdx_cdsource\dll\sample\vb50\ez2web.dll" ()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Call openport("Godex EZ-2 203dpi") 
Call beginjob (30, 5, 2, 1, 0, 0) 
Call ecTextOut(20, 34, "細明體", "中文測試") 
Call endjob 
Call closeport 
End Sub 
 
 
 
 
 
(2) C 語言 範例 
Main() 
{ 

openport("Godex EZ-2 203dpi"); 
//first job 
beginjob(50,5,2,0,2,0); 
ecTextOut(20, 34, "細明體", "中文測試"); 
endjob(); 
//second job 
beginjob(50,5,2,0,2,0); 
ecTextOut(20, 10, 34, "細明體", "中文測試", 1, 60); 
endjob(); 
closepo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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