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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洞察力传播到组织内
外更多被动消费者的更
大社区

• 鼓励被动用户采用交互
式分析，允许他们在数
据中查看整个故事

在整个组织内外传播洞察力

协作分析的价值

业务分析师

信息探索者

被动消费者

www.zonefo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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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的报告，

• 快速的Microsoft Office报告和集成

• Pixel Perfect和Web报表

• 基于Web的多开发人员客户端

• 正确的报告给合适的人

• 管理报告分发

• 用户生成的报告

• “报亭”订阅门户网站

• 为每个人提供协作分析

• 多线程可扩展性

• 增强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 报告效率和价值

Qlik Sense和QlikView的下一代报告和分发解决方案，帮助组织传播
知识和洞察力：

Qlik NPrinting 17

www.zonefo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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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lik平台启用了可视化分析

嵌入式分析 自定义分析应用程
序

自助数据可视化

Qlik® 分析平台

Qlik Sense® Enterprise

引导分析 报告和协作

Qlik® NPrinting

对个人和群体进行分散
分析和探索

集中部署的指导分析到多个知
识工作者

嵌入在Web和企业应用
程序中的分析

内部和外部使用的定制
分析应用程序

整个企业的托管报告分
发

QlikView®

www.zonefo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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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单一解决方案

www.zonefo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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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Qlik Sense和QlikView中的数据和分析，以流行格式创建报告

集中分发报告，或允许用户通过自助服务进行订阅

每个人的可扩展性和安全性

快速创建精美的报告 正确的报告给合适的人 为每个人提供协作分析

Qlik NPrinting 17
传播知识和洞察力

www.zonefo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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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Qlik Sense和QlikView的数据和分析，以各种格式快速构建报告

Office报告和集成 Pixel Perfect 和 Web 
Reports

基于Web的客户端

快速创建精美的报告

www.zonefo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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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简单的拖放操作，快速轻松地创
建外观精美的报告.

使用流行的Microsoft Office格式

（如PowerPoint，Excel和Word）创
建报告.

使用Qlik Sense和QlikView的数据和分
析.

将来自多个Qlik Sense和QlikView应用
程序的分析结合到一个报告中.

以广泛采用的格式自由共享信息，以
传播分析的价值.

Office报告和集成

Siemens Healthcare使用Qlik 
NPrinting为高级管理人员创建和分发
自定义报告，格式包括Microsoft 
Office，Pixel Perfect（.PDF）和
HTML

www.zonefo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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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网络出版创建高度优化的像素完美
报告和HTML报告.

使用内置编辑器，利用Qlik Sense和
QlikView的数据和可视化.

高级自定义包括条带，脚本，格式和
图形. 

抛光像素完美报告和网络发布资产为
客户和业务合作伙伴带来价值.

Pixel Perfect and Web Reports

“Qlik NPrinting提取具有关键重要性的
区域指标，并以易于查看的方式显示
它们，带有红色和绿色标签，箭头和
条形图“

                                     -  IT主管

www.zonefo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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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新的基于Web的界面访问开发人
员，管理和报告功能.

允许所有开发（MS Office模板创作除
外）通过任何设备的浏览器完成.

在服务器级别管理用户和安装，消除
了独立开发人员客户端的限制.

更轻松地管理和保护多开发人员环境
并减少软件安装.

Web-Based Client

“Qlik NPrinting用于自动生成报告。 
通过此解决方案控制Qlik中的所有报
告流程，用户可以创建报告，更改选
项并根据需要进行分发。

www.zonefo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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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人权报告

通过各种渠道在适当的时间向适当的人分发正确的信息

托管报告分发 “报亭“订阅门户网站

www.zonefound.com.cn



12

通过各种渠道在适当的时间向适当的人分发正确的信息

托管报告分发 用户生成的报告 “报亭“订阅门户网站

The Right Reports for The Right People

www.zonefo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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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安排、生成和向各种收件人传递
报告.

报告可以有条件地计划或运行.

过滤器和循环为每个用户提供特定的
正确数据.

报告通过各种渠道发送，包括电子邮
件、保存到磁盘、报摊门户，并直接

发送到Qlik Sense Hub.

与Qlik NPrinting报告一起分发
QlikView .PDF.

确保每个人在正确的时间获得正确的
报告.

管理报表分发

“通过安排Qlik流程并使用Qlik 
NPrinting进行交付，多个部门能够缩
短检索数据所需的时间。“

 - 高级IT副总裁

www.zonefo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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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从Qlik Sense和QlikView分析应用
程序生成报告.

Qlik Sense使用NPrinting技术为.PPT
和.PDF提供分析，表格和故事的集成

打印和导出. 

QlikView的按需插件允许使用办公模板
生成报告.

报告基于当前选择状态运行.

用户可以浏览信息，然后生成报告以
进行沟通和分享见解.

用户生成的报告

www.zonefo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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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报告分发的安全，在线，自助服
务门户.

在中心位置浏览和搜索报告.

查看和比较过去版本的报告（档案）.

以自助服务方式设置交付计划.

由基于角色的安全性驱动的安全环境.

改善采用并减少IT工作量

“报亭“订阅门户网站

“Qlik NPrinting是我们计划的主要组成
部分。 我们期待报亭订阅概念，我们
的用户可以订阅报告并在收件箱中接
收报告。“

 - 数据，分析和控制官员

www.zonefo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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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Qlik Sense和QlikView的可扩展的多线程解决方案，可确保治理并推动       
采用。

多引擎可扩展性 增强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报告效率和价值

为每个人提供协作分析

www.zonefo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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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NPrinting引擎，它是多线程
的，支持并行扩展以实现高容量报告.

群集允许多个引擎同时处理任务以提
高性能.

提供冗余以提高可靠性，负载平衡和
任务优先级.

允许组织以更高的可靠性向更多人提
供更多报告.

多线程可伸缩性

Qlik NPrinting允许Qlik作为交互式分
析和报告的单一系统。 通过Qlik 
NPrinting，MEGPN每周节省20到30
个工时的报告成本。

www.zonefo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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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角色的安全性，可以集中控制对
报告功能和数据的访问.

允许在应用级别定义任意数量的安全
配置文件.

可以为单个用户分配多个角色.

广泛的权限允许高度精细的自定义。

轻松控制管理员，开发人员和报告收
件人可用于安全环境的功能和数据. 

增强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使用Qlik NPrinting，可以轻松创建具
有视觉吸引力的报告，并根据其特定
授权将其分发给各种用户 - 例如
Microsoft Office，Pixel Perfect
（.PDF）或HTML等格式。

www.zonefo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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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Qlik的所有分析和报告.

使用相同的数据模型进行交互式分析
和报告.

退出冗余BI系统以节省大量成本.

分发指向实时分析应用程序的链接以
允许进一步探索.

鼓励被动消费者在他们的数据中探索
和查看整个故事.

“作为Qlik和NPrinting的客户，我在创建
和共享业务用户报告方面拥有无与伦比
的交互式分析和控制水平，从而获得了
两全其美的优势。 NPrinting通过向更
广泛的受众公开其发现的输出，促进采
用和协作以及提高运营效率，为Qlik解

决方案增添tian了真正的价值.”

报告效率和价值

Director R&D Productivity, 
Analog Devices Inc. 

www.zonefo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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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New in Version 17.1

Qlik Sense Support 与Qlik Sense的连接和支持，包括报告开发和分发。

条件报告 只有在数据中有预先定义的条件的情况下才能生成和分发报告t.

On-Demand Reporting

(QlikView 11.2 only, QlikView 12 
and Qlik Sense planned)

允许用户以按需方式直接从分析应用程序请求报告。

动态命名 根据数据集中的信息自动命名报告。

模板加载 允许用户上载现有的Office文档作为开发报告的起点. 

部分访问支持 允许Qlik NPrinting根据Qlik Sense和QlikView中的现有部分访问安全性限制
数据，而无需重新创建规则。

分发到Qlik Sense Hub 允许将报告直接分发到Qlik Sense中心，为用户提供单点访问。

www.zonefo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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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lik NPrinting 17 – Architecture

Single Node Deploymentwww.zonefo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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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输出 -  PowerPoint演示文稿

www.zonefo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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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输出 -  Word文档

www.zonefo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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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输出 -  Excel电子表格

www.zonefo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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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输出 - 像素完美报告

www.zonefo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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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lik NPrinting 17是Qlik Sense和QlikView的下一代报告和协作。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qlik.com/products/nprinting

现在就开始

www.zonefo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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