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单更好的打印—为所有IT 架构设计

减少用户支持造成的负担

降低带宽、服务器和打印机硬件支出，节约纸张和墨粉

简化打印管理

以快速、可靠和精确的打印结果提升客户满意度

ThinPrint 10.6 –简单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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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rix Solution 简述

ThinPrint 10.6
简单更好

智能、低耗和稳定的打印方案市场领导者

ThinPrint创造技术和功能革新的完美平衡，持续引导世界打印技术发展。为保证最好的服务品质，我们采纳超过20,000 位企业用户的
意见，我们可以自豪地说:  ThinPrint 10.6 – 简单更好.

作为世界领先的打印解决方案，过去十年中，在其原有的IT基础设施条件下，ThinPrint为全世界各行各业各种规模的企业用户提高工作
效率做出了显著贡献。便于学习和管理是ThinPrint的最大优势。在降低IT部门的资源消耗时，ThinPrint还能通过流水线式的打印过程显
著提升绩效，优化打印支持并降低成本。

ThinPrint  Engine  10.6   使您可以优化任何打印环境！无论是否使用类似微软远程桌面服务、Citrix XenApp、Citrix  XenDesktop、 
VMware Horizon View、或 物理桌面等虚拟化解决方案， 配合打印服务器，ThinPrint Engine都将优化任何IT架构的打印过程。其中包
括广泛的硬件支持： ThinPrint 软件现已融合80%的瘦客户机，并联合著名打印机生厂商在其设备中提供ThinPrint客户端软件。

ThinPrint 自1999年起就开始为Citrix的客户提供最好
的打印解决方案，确保用户无论何时何地都能通过
Citrix虚拟桌面在任意打印机上打印任何文件。



ThinPrint 10.6 商业打印 
流水线式打印过程帮您降低成本

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使用多样化的IT结构，ThinPrint已经进入上百万人的日常 ，为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企业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您完全可以信任我们。作为市场的领导者，我们通过智能设计提供的打印解决方案将在每一个打印环节中为您提供体低成本、

高支持的服务。 

通过最先进的虚拟打印机驱动器节省IT预算 
打印机福安及和技术支持很复杂。但对ThinPrint来说不是问题。不同于在每一台机器上安装单独的打印机驱
动器，无论使用何种打印机，您需要的只有ThinPrint Output Gateway-即虚拟驱动器-以形成打印环境。打印
功能不会受到影响，而驱动器问题将不再困扰用户和管理者，打印效率飞速提升。

通过无与伦比的压缩功能实现不间断打印
打印数据的最大化压缩式关键。最坏的情况下，打印数据将会比原文件大10倍以上。ThinPrint 可以智能分析每
一件打印任务的详情，为其挑选最合适的压缩模式。无需第三方软件，不用购买任何硬件或对您的IT环境做调
整，只需Advanced  Adaptive Compression就能实现98%的压缩率 。

通过服务器合并实现服务器数量减少 
有了ThinPrint，您将不再需要分部或子公司中的本地打印服务器您还将享受以下优势：更少的管理、硬件设
备、能源消耗和运作成本，实现现有IT资源完全优化

实现所有打印作业最高级别安全标准
ThinPrint 通过SSL加密技术实现终端打印数据传输，以此在打印中保护敏感商业信息。
对于分部和在家办公的员工而言，这一点十分重要。另外，再也无需VPN连接。

完全掌控打印成本
ThinPrint Tracking Service可以监测整个打印环境并记录业务中的所有打印操作。
打印中的成本动因将被轻松识别，最终被消除。

更多关于商业打印的信息请查看:  
www.thinprint.com/OfficePrinting



无与伦比的免驱动器打印 
由于加入  V-Layer™ 技术,  桌面不再需要任何打印机驱动器
或远程桌面驱动器。
ThinPrint Output  Gateway 免除了不必要的管理，消除不稳
定的打印过程，继续维持当前的打印选项。

更少的技术支持
由于Driver Free Printing, 快速输出数据形成和最高品质的
打印，减少您寻求技术支持的需要

连接导向的带宽控制  
确定每个地址而不是每位用户的最大可用带宽。即使多为员
工同时打印大型文件，打印数据都不会超过带宽限制。

方便的打印映射
无论是远程会话，会话-会话打印还是虚拟桌面会话：都支
持本地和网络打印机的自动映射，用户总能指定正确的打印
机。

流畅的分批打印
异地形成的打印流都可以无缝整合进Citrix XenApp或
Microsoft Remote DesktopServices环境中

复杂环境的打印管理自动化
整个安装和打印环境调整过程中实现自动管理，特别是当打
印环境较大或IT结构发生变动时，为您节省大量时间。

使用移动打印直接打印
通过iPads 或iPhones从远程会话或虚拟桌面中轻松实现本
地打印

用户友好型打印
无论您在何地进行打印，您都可以一直拥有清楚明了的打印
会话和正确运作的打印机。后续选项包括打孔和装订。

世界上最快的打印解决方案
无延迟快速打印输出取回！只要整个打印任务没有完成，您
可以在打印任务开始后马上撤销任务， ThinPrint帮您实现
快速撤回。

优化打印成果
ThinPrint字体管理能保证非常用和特殊字体在打印中都不会
丢失品质。

总是为您选择最恰当的打印机
无论您在总部、分部还是家里，您总是可以访问想要使用的
打印机。找到打印机不再是您的困扰！

一线式工作流技术支持
VirtualCopy功能使您可以一键完成多地多机同时打印。

更多管理员打印信息请查看:
www.thinprint.com/ITprinting

更多用户打印信息请查看:
www.thinprint.com/UserPrinting

使用ThinPrint, 在您现有的IT架构中使用无缝整 
合的打印系统

在 员工看 来，打印 就 应 该 快 速 可 靠，质 量 上 乘 。使 用 
ThinPrint, 无论在何种个性化的IT环境中，都能实现上述打

印效果。

ThinPrint 管理员打印
为每一个环境简化打印管理 

ThinPrint 用户打印
可靠、快速、灵活的打印



超过 20,000 位
企业用户表示满意

Ryanair 想要引入集中式的终端服务
器站，因此他们选择了ThinPrint   
Engine.  结果在其所有的机场基站，
实现了快速可靠、无间断的打印流程。

“ThinPrint打印无中断，值得信赖，
它能保证即时打印-再也没有员工抱
怨打印延迟的问题。”

Derry Kissane, Ryanair

更多客户案例请查看：  www.thinprint.com/CaseStudies 

更多TechValidate 已证实直接研究请产看：  www.techvalidate.com/product-research/thinprint

Iveco 为其数据中心设立了一个应用虚
拟化驱动。他们选择了ThinPrint 来整
合所有的打印流程，以实现压缩打印
数据，在64位环境中实现无缝支持的
目的。

“带宽监视真的很高效，而且从不故
障。打印输出在分部也没有延迟，并
且不会限制其他服务。”

Alexander Nindel, Iveco

更多信息和功能请查看: 
www.thinprint.com/NewFeatures

ThinPrint 10.6 — 最新功能

实现Wi-Fi连接更多带宽

通过服务器合并为您的整个业务节省开支

实现远程会话或iPad和 iPhones虚拟桌面到本地打
印机-在家或分公司-打印 

ThinPrint AutoConnect —功能更强大

改进MacBooks技术支持

字体管理带来最快最可靠的打印成果简化授权过程和授权管理

额外享受ThinPrint Engine Premium的更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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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现在!
免费下载ThinPrint
Engine 10.6 发现其更多优势。
初次使用可享受最多10位用户30天免
费。下载链接 及更多信息请查看以下
网址：

www.thinprint.com/start

ThinPrint 产品一览

ThinPrint 提供更多的产品以全面优化您的业务流程

企业打印首选 
额外优惠: 使用ThinPrint, 获赠ThinPrint Cloud Printer 授权

cloudprinter.thinprint.com 

Personal Printing
安全打印 打印任务SSL加密设置和用户鉴别保证打 
印时的最高安全级别

personal-printing.com 

www.thinprint.com
info@thinprin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