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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在某些特定场景（如医院、学校）下，用户大部分终端都有使用打印机的需求，Workspace 支持打

印机重定向功能，用户能够在云桌面中使用本地终端上的打印机，即可方便快捷地打印云桌面中所

需资源。 

Workspace 云桌面提供两种打印机重定向方式，分别为终端打印机重定向和使用代理模式。 

• 终端打印机重定向：可将终端上不同品牌型号的打印机重定向至云桌面直接使用，无需在云桌

面内安装对应的驱动，本地打印机能使用的情况下，云桌面中也可使用。 

• 使用代理模式：适用于网络打印机，无需在终端上安装打印机驱动，云桌面中安装相应驱动后

即可使用打印机。 

2 特性优点 
现有的 USB 端口重定向方式存在以下缺点： 

• 使用终端接入云桌面时，终端上连接的打印机无法在云桌面中直接使用。 

• 本地网络与云桌面网络隔离时，打印机无法使用。 

• 终端本地添加的网络打印机无法在云桌面中使用。 

• 终端通过网关连接到云桌面时，打印机无法在云桌面中使用。 

• 使用利旧终端时，云桌面无法内置所有打印机的驱动，每一款打印机都需要在云桌面中单独安

装驱动。 

• 云桌面和终端本地无法同时使用打印机，更换云桌面办公终端后，需要对打印机进行重新设置。 

通过以上问题可以发现，现有的技术无法很好的满足用户在云桌面中使用打印机的需求，而使用打

印机重定向，即可解决上述问题，为用户提供良好的使用体验。 

3 使用指导 
本文以 E1013 版本为例，介绍打印机重定向的配置方法，其他版本操作请以实际情况为准。 

3.1  使用限制 

• 打印机重定向功能仅支持 VDI 架构策略类型 

• ARM 架构主机暂不支持终端打印机重定向配置，当本地终端为 ARM 架构时，会存在打印机

厂商未提供相应平台驱动的情况，导致打印机在终端本地也无法工作，使用该重定向方式时，

云桌面也无法正常工作。 

• 代理模式只支持配置网络打印机，且不同品牌型号的打印机需在云桌面内安装相应的驱动。 

• 不同终端使用型号不同的打印机，通过相同的代理端口登录同一云桌面时，可能出现打印机驱

动不匹配的问题，需要在配置前合理规划代理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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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注意事项 

• 打印机重定向与（打印机）端口重定向方式互斥，仅支持开启其中一种方式。 

• 使用打印机重定向功能时（非代理模式），不能修改打印机使用的驱动，如果修改后，会导致

打印机无法正常工作，并且会导致后续重定向异常。 

• 终端和云桌面都使用Windows系统且打印机重定向使用PS打印方式（默认为EMF打印方式）

的情况下，由于 PS 方式使用的打印机方案需要第三方库支撑，涉及第三方商业授权，所以需

要客户自行下载第三方依赖库，才能正常使用，具体配置方法请联系技术支持。 

• 由于自研终端的存储空间有限，所以打印机重定向统一限制打印文件大小需要小于 300M
（300M 为打印任务的传输文件大小，非实际文件大小）。 

3.3  配置指导 

3.3.1  终端打印机重定向 

终端打印机重定向方式需先在终端本地连接打印机设备并安装相应驱动，确保打印机在终端可正常

使用打印功能，再通过管理平台新建策略组，开启打印机本地资源映射功能，将策略组授权给待使

用的云桌面。具体配置步骤如下：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策略/策略组]菜单项，进入策略组页面。 

图3-1 策略组 

 

 

(2) 单击列表上方<新建>按钮，新建策略组，配置策略组基本信息并选择策略类型，打印机重定

向功能仅支持 VDI 架构策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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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新建策略组 

 
 

(3)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策略组配置，默认进入外设设置页面，开启本地资源映射下的打印机

选项。 

图3-3 开启打印机重定向 

 
 

(4)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选择应用对象页面，将策略组授权给待使用的桌面池或桌面，单击<确
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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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选择应用对象 

 
 

(5) 确认策略组配置信息无误后，单击<完成>按钮完成配置。 

图3-5 确认信息 

 

 

(6) 用户登录并连接云桌面，即可在云桌面内正常使用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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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使用打印功能 

 

 

3.3.2  使用代理模式 

代理模式只支持配置网络打印机，使用代理模式时无需在终端上安装打印机驱动，云桌面中安装相

应驱动后即可使用打印机。本文档以 EPSON L4168 打印机为例进行介绍，具体配置步骤如下： 

(1) 用户登录 Workspace 客户端，单击左下角菜单按钮，选择[个性设置]菜单项，弹出个性设置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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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个性设置 

 

 

(2) 在个性设置页面选择外设菜单项，单击<添加打印机代理>按钮，开始添加代理信息。 

图3-8 添加打印机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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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打印机代理信息，打印机端口号默认为“9100”，代理端口默认为“50001”，当需要

添加多个打印机时，请设置不同的代理端口。 

图3-9 编辑打印机代理信息 

 
 

(4) 打印机代理添加完成后，用户连接进入云桌面，下载对应打印机的驱动程序。 

图3-10 下载打印机驱动程序 

 
 

(5) 单击 Windows 系统开始菜单，选择“设备和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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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打开设备和打印机 

 
 

(6) 在设备和打印机页面单击<添加打印机>按钮，选择添加网络打印机类型。 

图3-12 添加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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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添加网络打印机类型 

 

 

(7) 在搜索页面选择“我需要的打印机不在列表中”，选择使用 TCP/IP 地址或主机名方式添加打

印机。 

图3-14 添加打印机方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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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 添加打印机方式-2 

 

 

(8) 输入打印机 IP 地址和端口名称，单击<下一步>按钮。 

图3-16 输入打印机 IP 地址 

 
 



 

11 

(9) 待打印机检查 IP 过程结束后，选择自定义设置，配置打印机代理端口，端口号需与客户端个

性设置中添加打印机代理处保持一致。 

图3-17 自定义设备 

 

 

图3-18 配置打印机代理端口 

 
 



 

12 

(10) 代理端口配置完成后依次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安装打印机驱动程序页面，选择“从磁盘

安装”方式，单击<下一步>按钮。 

图3-19 选择打印机驱动程序安装方式 

 

 

(11)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浏览>按钮选择驱动安装文件路径。 

图3-20 选择打印机驱动文件路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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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选择打印机驱动文件路径-2 

 

 

图3-22 选择打印机驱动文件路径-3 

 

 

(12) 开始安装打印机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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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 开始安装驱动 

 

 

(13) 输入打印机名称并单击<下一步>按钮，该打印机将安装 EPSON L4160 Series 驱动程序。 

图3-24 输入打印机名称 

 

 

(14) 打印机开始安装，可根据需要设置是否共享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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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5 安装打印机 

 

 

图3-26 共享打印机 

 

 

(15) 打印机添加成功，用户可在云桌面内正常使用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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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7 打印机添加完成 

 

 

图3-28 打印机添加成功 

 

 

4 常见问题 

4.1  Windows系统打印机重定向支持不正常，任务管理器中无printService
的进程？ 

可能存在的问题是 Windows 账户控制非放行系统服务拉起 printService 进程。需要修改 UAC 权限

到最低，可以进行如下操作：将注册表项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System 中

的项 EnableLUA 值修改为 0，然后重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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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云桌面中无法找到重定向的打印机？ 

通过桌面工具栏中高级设置选项取消对应打印机的映射，然后重新勾选。如果仍无法恢复，则重启

云桌面，即可恢复打印机重定向的功能。 

4.3  通过USB端口连接的打印机需要使用打印机重定向功能？ 

请先确认打印机是否为复合设备（包括扫描仪或者其它功能的一体机）。如果是 Linux 终端，仅禁用

端口下的打印机可能会导致该打印机还会以端口重定向的方式映射到云桌面内。需要查询该设备的

其它设备类型，对其它设备类型也进行禁用（其它设备类型包括但不限于 FF，0E），或者在例外策

略中添加该打印机的 VID PID，阻止其使用端口重定向的方式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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