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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具有托管基础架构的 Horizon
Cloud 管理指南》 1
本指南提供了有关如何使用 Horizon Cloud 创建、部署和管理虚拟桌面及应用程序的信息。

目标读者

本文档适用于已熟练掌握虚拟机技术和数据中心操作、并具有丰富经验的 IT 系统管理员。

VMware 技术出版物术语表

VMware 技术出版物提供了一个术语表，其中包含一些您可能不熟悉的术语。有关 VMware 技术文档中使用

的术语的定义，请转至 http://www.vmware.com/support/pu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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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 Cloud 管理控制台 2
Horizon Cloud 管理控制台是 Horizon Cloud 的租户管理界面。

本节中的各个主题提供了有关管理控制台的一般信息。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使用控制台的搜索功能

n 使用管理控制台中的筛选器字段

n Horizon Cloud 管理控制台中的用户卡

n 管理控制台中使用的术语

使用控制台的搜索功能
使用 Horizon Cloud 管理控制台的搜索功能可在您的环境中按名称查找特定用户或虚拟机 (VM)。

单击管理控制台标题部分中的放大镜图标 () 以打开搜索框。然后您可以选择在用户或虚拟机内搜索。在搜索

字段中键入至少三 (3) 个字符时，将会显示以这些字符开头的名称。您可以继续键入更多字符以缩小结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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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通过虚拟机搜索，您可以搜索场中的 RDS 服务器虚拟机和 VDI 桌面虚拟机。

在看到一个要搜索的用户或虚拟机后，可单击它以获取与其有关的更多详细信息。显示的屏幕取决于您单击

的是用户还是虚拟机：

n 对于用户，系统会显示该用户的信息卡。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orizon Cloud 管理控制台中的用户卡。

n 对于虚拟机，系统会显示可在其中找到该虚拟机的屏幕。例如，如果您在结果列表中单击作为场中 RDS
服务器虚拟机的虚拟机，系统会显示该场详细信息页面的“服务器”选项卡。

使用管理控制台中的筛选器字段
Horizon Cloud 管理控制台的多个页面中都提供了可筛选这些页面上所显示信息的筛选器字段。

 

 
如果页面中有筛选器字段，则当您在字段中键入字符时，系统只显示包含相关字符并与该模式匹配的记录子

集。

注意   您在筛选器字段中键入三 (3) 个字符后，系统开始匹配模式，并筛选在页面上显示的记录。

Horizon Cloud 管理控制台中的用户卡
可以将 Horizon Cloud 管理控制台的用户卡功能用作仪表板，来处理特定用户的已分配资源，例如，该用户

的分配。

可以使用管理控制台的搜索功能来显示特定用户的用户卡。请参阅使用控制台的搜索功能，了解如何搜索用

户。单击搜索结果中的用户时，将显示该用户的用户卡。

 

 

具有托管基础架构的 Horizon Cloud 管理指南

VMware, Inc.  8



可以使用用户卡顶部的选项卡来处理环境中与该用户有关的项目。

用户卡选项卡 说明

分配 列出用户的分配。

注意   如果用户有权使用某个专用 VDI 桌面分配，但是尚未首次启动桌面，则该分配会显

示在分配选项卡上。但是，在用户首次启动桌面后，系统会从分配选项卡的列表中将其移

除，并在桌面选项卡上显示它。

桌面 列出用户的活动桌面会话。

对于 VDI 专用桌面分配，当用户首次启动授权的 VDI 专用桌面时，系统会将该 VDI 专用桌

面永久性分配给该用户。因此，在首次使用用户的授权 VDI 专用桌面后，桌面选项卡会始

终列出这些桌面，即使用户没有到这些桌面的活动会话也是如此。

应用程序 列出用户的授权本机应用程序和远程应用程序。

可写卷 列出用户的授权可写卷。

活动 显示选定时间段内的用户活动。

管理控制台中使用的术语
Horizon Cloud 管理控制台取代了企业中心，其界面中使用的某些术语有所不同。

下表显示了企业中心的常用术语以及 Horizon Cloud 管理控制台中的相应术语。

企业中心 Horizon Cloud 管理控制台

桌面管理器 容器

用户活动 活动

任务和事件 活动

池 分配

基于会话的池（仅桌面） 会话桌面分配

基于会话的池（仅应用程序） 远程应用程序分配

静态池 专用桌面分配

动态池 浮动桌面分配

已映射 已分配用户

动态池刷新 推送更新

黄金模式 映像

已封装的黄金模式 已发布的映像

已取消封装的黄金模式 脱机映像

具有托管基础架构的 Horizon Cloud 管理指南

VMware, Inc.  9



“入门”向导 3
在打开用户界面时，默认情况下会显示“入门”向导，其中显示了设置 Horizon Cloud 系统需要完成的任

务。该向导中简要概述了您已经完成的工作，以及您仍需执行的工作。通过单击页面顶部的“播放”图标，

可以随时访问此页面。

建议您按照显示的顺序执行任务。

注意   首次登录时，您必须先注册 Active Directory，然后才能开始使用该系统。请参阅下文中“常规设置”

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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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说明

常规设置 包含与常规设置相关的任务。

n Active Directory
n 要添加第一个 AD 域，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单击“Active Directory”下的添加按钮。

b 按照注册您的第一个 Active Directory 域中的步骤操作。

n 要编辑 AD 域，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单击“Active Directory”下的编辑按钮。

b 按照编辑 Active Directory 域中的步骤操作。

n 角色和权限

要编辑角色和权限，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单击“角色和权限”下的编辑按钮。

b 按照编辑角色和权限中的步骤操作。

n 用户会话信息

此功能允许云监视服务 (Cloud Monitoring Service, CMS) 将用户和域数据用于“报告”页面

上的报告。如果禁用此功能，将不会提供以下各项：

n “利用率”报告的“唯一用户摘要”功能

n “会话历史记录”报告

a 单击“用户会话信息”下的编辑按钮。

b 要使该功能保持启用状态，请保留默认设置（“是”），然后单击保存。要禁用该功

能，请将设置切换为“否”，然后单击保存。

您可以随时在“入门”向导或“常规设置”中返回到此设置，并对其进行更改。

注意   虚拟机（RDSH 和 VDI）上的代理需要进行出站 Internet 访问，以便它们能够将数据

发送到 Horizon Cloud。

桌面分配 包含与创建桌面分配相关的任务。

n 要创建映像，请执行以下操作：

n 单击“创建映像”下的新建按钮。

n 按照创建映像中的步骤操作。

n 要创建桌面分配，请执行以下操作：

n 单击“创建新桌面分配”下的新建按钮。

n 根据您要创建的桌面分配类型，按照创建专用或浮动 VDI 桌面分配或创建 RDSH 会话

桌面分配中的步骤操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分配类型。

应用程序分配 包含与创建应用程序分配相关的任务。

n 要创建 RDSH 映像，请执行以下操作：

n 单击“创建 RDSH 映像”下的配置按钮。

n 按照“创建 RDSH 映像”中的步骤操作。

n 要创建应用程序场，请执行以下操作：

n 单击“创建应用程序场”下的新建按钮。

n 按照创建场中的步骤操作。

n 要查看应用程序清单，请执行以下操作：

n 单击“应用程序清单”下的转到按钮。

n 按照第 7 章应用程序中所述，查看并编辑“应用程序”页面上的应用程序。

n 要创建新应用程序分配，请执行以下操作：

n 单击“创建新应用程序分配”下的新建按钮。

具有托管基础架构的 Horizon Cloud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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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说明

n 按照创建应用程序分配中的步骤操作。

如果您希望在启动时显示“入门”页面，请在页面底部使用滑块进行指示。

具有托管基础架构的 Horizon Cloud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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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或退出客户体验改善计划 4
VMware 客户体验改善计划 (Customer Experience Improvement Program, CEIP) 提供的信息可供 VMware
用于改进其产品和服务，解决问题，以及向您建议 VMware 产品的 佳部署和使用方式。

Horizon Cloud 加入了 VMware CEIP。有关通过 CEIP 收集的数据，以及 VMware 如何使用这些数据的信

息，可访问位于 http://www.vmware.com/trustvmware/ceip.html 的“信任与保证中心”。

在完成域加入后首次启动 Horizon Cloud 时，将显示 CEIP。此时您必须做出选择。之后您可以随时更改所

做的选择。

步骤

1 启动 Horizon Cloud 管理控制台。

2 选择帮助 > CEIP。

3 将“加入客户体验改善计划”旁边的滑块移到“否”以退出 CEIP，或者将滑块移到“是”以加入

CEIP。默认为“是”。

4 单击保存。

VMware, Inc.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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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 5
使用“监控”图标可访问桌面信息、管理员和用户活动，查看详细说明用户和桌面映射的报告，以及检查通

知。

从“监控”图标可以访问以下四个选项。

仪表板 显示有关桌面连接、连接状态和容量分配的详细信息。

活动 显示管理员和用户的活动详细信息。

报告 提供用户和桌面的映射详细信息。

通知 显示当前通知列表。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仪表板”页面

n “活动”页面

n “报告”页面

n “通知”页面

“仪表板”页面
此页面可以通过监视器图标进行访问，其中显示了有关您的整个环境的信息。

系统每几分钟会刷新一次信息，并显示一条消息，说明距离下一次刷新剩余的时间。您还可以手动刷新此页

面。

类别 说明

容量 已分配的容量。要深入查看详细信息，请滚动图形，然后单击更多。

注意   如果您有多个桌面模型，此处显示的值是所有桌面模型的总容量的已分配百分比。例如，如果 DM-1 已
分配其容量 100 中的 50 (50%)，DM-2 已分配其容量 25 中的 0 (0%)，则总共已分配总容量 125 中的 50，显

示的值将为 40%。要查看单个桌面模型的信息，请滚动图形，然后单击更多。

利用率 已分配的 RDS 桌面和远程应用程序的利用率。要深入查看“利用率”报告，请滚动图形，然后单击更多。

注意   此报告的数据会在每个整点进行更新，其他时间则不会更新。例如，在下午 3:00 之前，报告中不会包含

下午 2:01 到 2:59 期间的任何用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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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说明

活动 桌面、应用程序和峰值活动。单击标签可筛选显示的信息。

注意   此报告的数据会在每个整点进行更新，其他时间则不会更新。例如，在下午 3:00 之前，报告中不会包含

下午 2:01 到 2:59 期间的任何用户活动。

按用户排在 前的

位置

根据您指定的位置反映使用情况。

“活动”页面
“活动”页面显示关于系统中当前和过去事件的数据。

可以从“监控”图标访问“活动”页面。您可以执行以下任务。

n 使用“显示”筛选器只显示特定时间段的事件。

n 查看事件总数。

n 使用“筛选器”框筛选事件。

n 刷新此列表。

n 使用“导出”功能以 .xlsx 格式下载列表中的信息。

“活动”页面中包含有关管理员和用户事件的选项卡。

管理员事件

“管理员”选项卡显示管理员事件，以及有关每个操作的信息。展开事件可查看该事件的详细信息和子任务。

列 说明

说明 关于事件的详细信息。

完成百分比 事件完成的当前百分比。

状态 “成功”指示事件已经完全执行完毕。“失败”指示事件部分执行

或根本没有执行。

时间 记录事件的时间。

用户事件

“用户”选项卡显示用户事件，以及有关每个事件的信息。

列 说明

说明 关于事件的详细信息。

时间 记录事件的时间。

具有托管基础架构的 Horizon Cloud 管理指南

VMware, Inc.  15



“报告”页面
使用“报告”页面访问与 终用户的桌面和应用程序会话相关的各种报告。

重要事项   从您启用监视用户会话信息的功能时起经过一个小时后，“桌面运行状况”、“利用率”、“会

话历史记录”和“并发”报告才会反映用户相关数据。

选择监视器 > 报告可打开“报告”页面，在该页面中，您可以查看以下类别的详细信息。您还可以手动刷新

此页面，筛选您的搜索结果，并将数据导出到 Microsoft Excel 工作簿。

注意   如果禁止将监视用于利用率、趋势和历史数据分析的用户会话信息，则与该类型数据关联的报告会被

禁用，并且不会显示在“报告”页面中。如果禁用该监视功能，系统仅会在有限的时间段内收集此类用户会

话信息，并对用户名进行哈希处理，以便在禁止查看该用户历史和汇总信息的同时进行实时管理。因此，显

示这些数据的历史和汇总信息的报告将不可用，例如，“会话历史记录”报告。

用于启用或禁用监视用户会话信息的启用用户会话信息选项开关位于“常规设置”页面（设置 > 常规设置）

上。

报告类型 详细信息

用户映射 查看详细信息，并按各种类别进行排序，如“用户名”、“域”、“桌面名称”、“桌面

模型”、“场”和“映射类型”（用户或组）。

注意   只有在用户至少进行了一次直接桌面分配时才会填充此报告。在管理控制台中，您

在进行桌面分配时可以选择单个用户，也可以选择用户组。如果某用户以单个用户身份完

成至少一次分配，并以分配组成员的身份完成了零个或多个分配，则此报告会报告该用户

的所有桌面分配。

但是，如果该用户的所有桌面分配都是通过组完成的，则此报告中不会报告该用户的分配。

桌面映射 查看详细信息，并按各种类别进行排序，如“桌面名称”、“模型”、“分配名称”、

“类型”、“场”、“活动用户”、“映射的用户”和“映射的用户组”。

桌面运行状况 查看桌面列表，可按分配或错误状态对桌面进行筛选。单击桌面可查看报告。

n 对于 RDS 桌面，此报告包含 CPU 使用情况百分比、内存使用情况百分比、磁盘 IOPS
和活动/已断开连接的会话。

n 对于 VDI 桌面，报告包含 CPU 使用情况百分比、内存使用情况百分比、磁盘

IOPS、持续时间、带宽和延迟。

利用率 查看用户和会话趋势、协议和客户端使用情况、访问类型（内部或外部）、会话持续时间

以及服务类型的图表。可按分配和时间段进行筛选。

注意   当为环境关闭启用用户会话信息时，将不提供该报告的“唯一用户摘要”功能。启

用用户会话信息在“常规设置”页面中进行设置。

会话历史记录 按用户查看会话信息，包括上次登录时间、会话持续时间、周平均使用情况以及平均会话

时长。可按时间段进行筛选。

注意   当按照“常规设置”页面中的设置，为环境关闭启用用户会话信息时，将不提供该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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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类型 详细信息

并发 查看每个分配的容量数据、并发用户的数量、并发峰值以及正在使用的应用程序。可按时

间段进行筛选。

URL 配置 查看当前配置的 URL 重定向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 URL 重定向配置。

“通知”页面
“通知”页面显示有关系统通知的信息。

可以通过“监视”图标访问“通知”页面。您可以执行以下任务。

n 使用“显示”筛选器仅显示特定时间段的通知。

n 查看总通知数。

n 使用“筛选器”框筛选通知。

n 刷新此列表。

n 使用“导出”功能以 .xlsx 格式下载列表中的信息。

“通知”页面显示通知以及每个通知的信息。

列 说明

类型 图标指示通知类型。

n 蓝色“i”图标 - 信息

n 黄色“!”图标 - 警告

n 红色“x”图标 - 严重问题

通知 通知文本。

状态 通知状态。例如，“活动”或“已关闭”。

日期 通知日期。

注意   在选择用户界面页面顶部的通知图标（“响铃”形状）时，也会以简短列表格式显示通知。您可以双

击某个通知以在“通知”页面上查看该通知，或者选择“全部显示”以导航到“通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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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 6
在“分配”页面上，您可以创建、编辑和删除分配，还可以更新专用桌面分配的代理软件。

请单击“分配”图标以访问“分配”页面，可以在其中执行以下操作。

操作 说明

新建 创建新的应用程序或桌面分配。

编辑 选择要进行更改的分配，或向下深入以查看摘要和会话信息。

URL 重定向 为 URL 重定向配置创建新分配。

更新代理 更新专用桌面分配的代理。

使脱机 对于特定类型的桌面分配，允许您使它们脱机以进行维护。

删除 删除分配。

恢复 恢复上次映像更新期间遇到错误的桌面。

使联机 使脱机的桌面分配重新联机。

单击列表中的某个分配将打开详细信息页面，其中显示该分配的摘要信息。对于某些类型的分配，除了“摘

要”选项卡以外，还具有其他选项卡：

n “桌面”- 为专用和浮动桌面分配显示该选项卡。请参阅管理专用或浮动桌面分配中的桌面。

n “系统活动”和“用户活动”- 为专用和浮动桌面分配显示这两个选项卡。请参阅查看分配的系统或用

户活动。

n “会话”- 为本机应用程序分配显示该选项卡。请参阅查看分配的系统或用户活动。

以下主题提供了有关在“分配”页面上显示的数据的其他信息：

n 分配类型 - 介绍了在“类型”列中显示的值。

n VDI 桌面分配的容量和用户值 - 介绍了在“容量”和“用户”列中显示的值。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分配类型

n VDI 桌面分配的容量和用户值

n 创建应用程序分配

n 创建专用或浮动 VDI 桌面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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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创建 RDSH 会话桌面分配

n 编辑分配

n 创建 URL 重定向配置

n 编辑分配模式

n 更新分配的代理

n 删除分配

n 恢复分配

n 管理专用或浮动桌面分配中的桌面

n 查看分配的系统或用户活动

n 使用嵌套的组织单位

分配类型
分配有多种类型，如下表所述。每种分配的类型显示在分配列表的“类型”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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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说明

应用程序 使用应用程序分配可将 Windows 应用程序分配给组。请参阅创建应用程序分配。

显示的类型可以是： 
n 远程应用程序 - 分配中包含 RDSH 场内的服务器中的应用程序。

n 本机应用程序 - 分配中包含 AppStack。

桌面 使用桌面分配可将专用、浮动或基于 RDSH 的虚拟桌面分配给用户和组。请参阅创建专用

或浮动 VDI 桌面分配和创建 RDSH 会话桌面分配。

显示的类型可以是：

n 专用桌面 - 传统克隆

n 专用桌面 - 即时克隆

注意   只有在某些不常见的配置中才能创建“专用桌面 - 即时克隆”分配，不建议创建

此类型的分配。如果您希望创建此类型的分配，请先咨询您的 VMware 代表，以确认您

能够这样做。

n 浮动桌面 - 传统克隆

n 浮动桌面 - 即时克隆

n 会话桌面

注意   由于会话桌面默认情况下使用传统类型的克隆，因此，“分配”页面会在此类分配

的“类型”列中显示“会话桌面”。

定义如下所示。

n 专用桌面 - 在专用桌面分配中，为每个用户分配一个特定的远程桌面，并且每次登录时

返回到同一个桌面。专用分配要求桌面与用户之间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应根据用户群

体总人数来调整大小。专用桌面分配的主要用途是确保桌面虚拟机主机名在各会话之间

保持相同。某些软件包可能需要利用这种用途进行许可。

n 浮动桌面 - 在浮动桌面分配中，用户每次登录时可能会收到具有不同虚拟机名称和/或主

机名的不同虚拟机。对于浮动桌面分配，您可以创建轮班制用户可以使用的桌面。应根

据 大并发用户数来调整大小。

n 会话桌面 - 在会话桌面分配中，多个用户（即终端服务）共享 RDSH 发布的桌面体验。

n 传统克隆和即时克隆 - 用于桌面的克隆类型。在创建映像时，可以使用选择克隆类型的

选项。为创建桌面选择的映像定义了桌面克隆类型。请参阅创建映像。

请注意以下事项：

n 一个桌面可以分配给多个用户，但一次只能由一个用户来使用。

n 浮动桌面分配中的桌面不具备持久性。您可以在应用程序分配中配置持久性。

n 如果可能，请尽量使用浮动桌面分配，因为这种分配不会为每个用户指定专属的虚拟机

资源，从而成本要低于专用桌面分配。

URL 重定向配置 可使用这些分配向用户分配 URL 处理规则。请参阅创建 URL 重定向配置。

VDI 桌面分配的容量和用户值
对于专用和浮动 VDI 桌面分配，“分配”页面上的相应列中显示的容量和用户值按下述方法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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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说明

容量 容量表示该专用或浮动桌面分配中包含的桌面数量。

用户或用户组 当前映射到分配的用户或用户组的数量。显示的实际数量取决于分配是映射到一组单个的用户、一个

或多个用户组，还是前述两者的组合。

注意   对于会话桌面分配和应用程序分配，默认情况下“分配”页面上的“容量”列将显示“NA”。

创建应用程序分配
您可以在“分配”页面上创建应用程序分配。

步骤

1 单击分配图标。

此时会显示“分配”页面。

2 单击新建。

3 单击“应用程序”下的开始按钮。

4 在“定义”选项卡上，选择分配类型。

选项 说明

远程 分配包含 RDSH 场中的应用程序。

本机 分配包含 AppStack。
 

注意   根据您选择的类型，在该选项卡上显示的字段将会有所不同。

5 如果选择“本机”，请按照下面所述在字段中输入信息，单击下一步，然后执行下面的步骤 9。

字段 说明

分配名称 此分配的唯一名称。

操作系统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正确的操作系统。此操作系统必须与用于捕获这些应用程序的操

作系统相同。

计算机名称前 （可选）输入前 。通过输入前 ，可限制只有登录到的桌面分配名称以相同的前

开头的授权用户才能访问应用程序分配。如果将此选项保留为空，则所有授权用

户都能访问新的应用程序分配，而不考虑他们登录到的桌面分配。

 
6 如果选择“远程”，请输入分配的唯一名称，然后执行下一步。

7 在“应用程序”选项卡上，选择要包含在分配中的远程应用程序或 AppStack，然后单击下一步。

显示的列表反映了您在之前的步骤中选择的应用程序类型是远程还是本机。如果您选择的应用程序类型

是远程，则您在此处选择的应用程序可以来自不同的场。

8 在“用户”选项卡上，在文本框中开始键入某个用户或组的名称，然后在列表中单击该名称以选择该用

户或组。

9 （可选） 重复上一步骤以选择更多用户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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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单击下一步。

11 在“摘要”选项卡上，查看其中显示的信息，如果正确无误，则单击提交。如果不正确，则单击返回，

以返回到之前的选项卡并编辑您的信息。

创建专用或浮动 VDI 桌面分配
您可以从“分配”页面中创建 VDI 桌面分配。

可以使用下列步骤将专用或浮动 VDI 桌面分配给您的 终用户。要分配基于会话的 (RDSH) 桌面，请参阅创

建 RDSH 会话桌面分配中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分配图标。

此时会显示“分配”页面。

2 单击新建。

3 单击“桌面”下的开始按钮。

此时会显示“分配桌面”对话框。

4 选择“专用”或“浮动”以创建 VDI 桌面分配。有关桌面分配类型的信息，请参阅分配类型。有关创建

基于会话的桌面的步骤，请参阅创建 RDSH 会话桌面分配。

注意   根据您创建的桌面分配类型，在屏幕上显示的字段将会有所不同。以下步骤中指出了这些不同之处。

5 为固定属性输入相应信息。

选项 说明

容器 仅当为数据中心配置了多个容器时才显示此选项。您只能从同一容器中的映像创建

分配。

桌面模型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模型。

域 [仅限传统克隆映像]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域。

加入域 [仅限传统克隆映像] 保留默认设置（“是”）。

 
6 为所显示的“可变属性”输入相应信息。

选项 说明

映像 从列表中选择映像。

n 在此列表中，映像名称的开始处显示了映像类型的首字母缩略词。例如，“[IC]
image1”是即时克隆映像，“[TC] image 2”是传统克隆映像。

n 对于专用桌面分配，将不会为大多数用户显示即时克隆映像。不建议创建此类

型的分配，但如果您希望这样做，请先咨询您的 VMware 代表，以确认您的系

统配置允许这样做。

n 对于专用和浮动桌面分配，不会列出启用了 RDSH 角色的映像，因为用户绝不

会希望通过这些映像创建专用或浮动桌面分配。启用了 RDSH 角色的映像适用

于会话桌面分配。

分配名称 新分配的唯一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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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默认协议 选择 Blast (HTML Access) 或 PCoIP。

首选客户端类型 选择浏览器或 Horizon Client。

容量 分配中所需的桌面数量。

 
7 在“可变属性”下，展开“高级属性”，然后输入所需信息。

选项 说明

虚拟机名称 该分配中的所有虚拟机或客户机桌面的名称，将在该名称后面附加一个编号，例如，

win7-1、win7-2、win7-Floating。此名称必须以字母开头，并且只能包含字母、短

划线和数字。系统会根据分配名称预先填充此值。

计算机 OU 虚拟机所在的 Active Directory (AD) 组织单位。例如，

OU=NestedOrgName,OU=RootOrgName,DC=DomainComponent,DC=eng 等。

各个条目之间必须以逗号分隔，并且不能有空格。有关 Active Directory 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使用嵌套的组织单位。

运行一次的脚本 （可选）系统准备完成后应运行的脚本所在的位置。

会话超时间隔 与桌面进行的 终用户会话的超时值。默认值为 7 天（10,080 分钟）。 大值为

99,999 分钟，约为 69 天。

注意   如果在到达超时间隔之前用户没有活动，并且在之后的 30 秒内未单击确定，

就会显示一条消息，指示将注销该用户。如果注销用户，任何未保存的文档都将丢失。

如果您是在为专用桌面分配超时值，则可以指定 大值。如果您为浮动桌面设置了

较大的超时间隔，则桌面在未使用时不会尽快重置。此配置可能会导致可用桌面池

耗尽，并且用户看到失败消息。

热插拔已启用 此设置可为分配中的桌面启用/禁用热插拔功能。如果将其设置为“否”（默认设

置），“快速添加/移除”区域中不会显示网络适配器。这样用户就比较难以将其虚

拟机置于不可用状态。

 
8 单击下一步。

9 从列表中选择映像。

在此列表中，映像名称的开始处显示了映像上所用克隆类型的首字母缩略词。例如，“[IC] image1”是

即时克隆映像，“[TC] image 2”是传统克隆映像。

10 单击下一步。

11 在“Active Directory 搜索”页面中，开始键入 Active Directory 中某个用户或组的名称。

12 在列表中选择一个用户或组。

13 （可选） 搜索并选择其他用户或组，然后单击下一步。

如果您将专用桌面分配给多个用户，会显示警告消息，要求您确认这是否是预期的配置。支持此配置，

但用户会共享此桌面，并且任何时候都只能有一个用户使用该桌面。

14 在“摘要”页面上，确认所显示的信息正确无误，然后单击提交。

15 单击分配图标以查看您的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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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RDSH 会话桌面分配
您可以使用“分配”页面创建会话桌面分配。

有关桌面分配的一般信息，请参阅分配类型。

前提条件

确认您具备以下各项：

n “场”页面至少列出一个远程桌面类型的场。只有配置为提供远程桌面的场才能用于会话桌面分配。

n 您要使用的场位于要从中提供会话桌面的节点中。

n 该场尚未在分配中使用。配置为提供远程桌面的场不能在多个会话桌面分配中使用。要验证您要使用的

场是否已在会话桌面分配中使用，请在“分配”页面的“场”列中查看是否列出该场。如果列出，则说

明该场已在会话桌面分配中使用，为此您将需要创建一个新场。

步骤

1 依次单击分配和新建以启动“新建分配”工作流。

2 在“新建分配”的开始屏幕中，单击“桌面”图标。

 

 
此时会打开“新建桌面分配”窗口并显示向导的第一个步骤。

3 在向导的“定义”步骤中，单击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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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成“定义”步骤中的选项，然后单击下一步。

选项 说明

容器 仅当为数据中心配置了多个容器时才显示此选项。容器中包含用于分配的特定可分

配映像和服务器模型容量。您只能从同一容器中的映像创建分配。

场 选择包含您要分配给 终用户且启用了 RDS 的已配置映像的场。

仅可选择位于选定节点中且尚未用于现有会话桌面分配的场。

分配名称 为此分配键入一个友好名称。 终用户在访问分配给他们的桌面时会看到此名称。

例如，当 终用户启动 Horizon Client 以转到分配的桌面时，此名称会显示在

Horizon Client 中。

名称只能包含字母、连字符和数字。不允许使用空格。名称不能以非字母字符开头。

 
5 在“用户”步骤中，在您注册的 Active Directory 域中搜索用户和组，选择您要向其提供此会话桌面分

配的用户或组，然后单击下一步。

6 在“摘要”步骤中，查看配置，然后单击提交。

系统会开始场的服务器实例配置过程，以便将会话桌面提供给选定用户。“分配”页面上的“状态”列会反

映当前进度。

编辑分配
您可以更改分配设置，例如容量和分配的用户。

步骤

1 在“分配”页面上，选择要编辑的分配，然后单击编辑。

2 进行更改，然后单击提交。

注意   如果您编辑桌面分配的容量，系统需要几分钟才能反映所做的更改。

有关填写向导中字段的说明，请参阅有关创建您所编辑的分配类型的主题（创建应用程序分配或创建专

用或浮动 VDI 桌面分配）。

创建 URL 重定向配置
可以在 Horizon Cloud 中使用这些配置定义 URL 处理规则，Horizon Client 会按照这些规则将 URL 从 终

用户的客户端计算机重定向到您的 Horizon Cloud 环境提供的桌面或应用程序。URL 重定向配置向

Horizon Client 提供了有关哪些 URL 应由为 终用户分配的某个 Horizon Cloud 桌面或应用程序处理，而不

是由用户的本地系统打开的信息。

注意   Horizon Cloud 管理控制台为您提供了用于配置客户端到代理 URL 重定向的用户界面。要配置代理到

客户端 URL 重定向，必须使用组策略设置，如配置代理到客户端重定向中所述。下面的步骤适用于配置客

户端到代理 URL 重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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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终用户在其本地设备上登录到 Horizon Client 时，Horizon Client 会提取为该用户分配的 URL 重定向配

置。之后，当该用户尝试打开本地文档或文件中的某个链接，并且该链接与配置中的某个 URL 模式规则相

匹配时，Horizon Client 会确定要使用的相应处理程序。指定的处理程序会打开为用户分配的桌面或应用程

序来处理 URL 链接，具体由您在 URL 重定向配置中指定的相应处理程序来决定。如果 URL 重定向处理程

序指定使用桌面，则将由该链接的指定协议所对应的桌面默认应用程序处理 URL。如果处理程序指定使用应

用程序，则将由为用户分配的应用程序处理 URL。如果用户无权使用处理程序中指定的桌面或应用程序，

Horizon Client 会向用户显示一条消息，除非您已将处理程序的严格匹配指定为否。

如果将严格匹配设置为否，系统会根据以下回退行为查找要使用的资源：

1 系统通过使用为处理程序指定的目标资源的子字符串匹配，来搜索用户的分配。如果系统找到与子字符

串匹配的分配，则会使用该分配的桌面或应用程序打开链接。

2 当将处理程序的资源类型设置为应用程序时，如果子字符串匹配搜索失败，系统会在用户的应用程序分

配中搜索可处理在处理程序的方案字段中指定的协议的已分配应用程序。

注意   回退行为中的此步骤仅适用于应用程序。如果将资源类型设置为桌面，则会跳过此步骤。

3 如果系统在用户的分配中找不到可处理协议的资源，Horizon Client 会向用户显示一条消息。

重要事项   要使客户端能够处理 URL 重定向功能，必须使用 URL_FILTERING_ENABLED=1 选项安装用户的

Horizon Client。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VMware Horizon 7 文档中的安装具有 URL 内容重定向功能的适用

于 Windows 的 Horizon Client 主题。

如果您的环境与 VMware Identity Manager™ 相集成，则用户必须使用 Horizon Client 至少打开一个应用程

序，然后该用户才能使用 URL 重定向功能。通过使用在客户端中打开选项至少打开一个应用程序，为用户

分配的 URL 重定向配置即会被加载到客户端设备的注册表中，Horizon Client 进而可以从该注册表中获取配

置值。

可以为一个用户分配多个 URL 重定向配置，其中这些配置的活动选项开关均设置为“是”。为避免不同配

置中的规则之间发生潜在冲突，当用户登录到 Horizon Client 时，系统会执行以下操作：

n 即使该用户具有多个活动的已分配配置，也只设置一个配置处于有效状态。

n 使用按字母顺序排在首位的 URL 重定向配置作为对用户有效的配置。

前提条件

在使用管理控制台创建 URL 重定向配置之前，请确认您满足以下必备条件：

n 已在命令行中使用 URL_FILTERING_ENABLED=1 参数安装由场使用的基础映像中的 Horizon Agent。

n 您的 Horizon Cloud 清单中具有您打算在配置中使用的会话桌面和远程应用程序。

步骤

1 在“分配”页面上，单击 URL 重定向。

此时会打开“新建 URL 重定向配置”向导并显示其第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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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定义”步骤的“常规设置”部分中，配置常规设置，然后滚动到“规则”部分。

选项 描述

名称 为此配置输入一个友好名称。

活动 选择是可激活此配置。

描述 （可选）输入配置的描述。

 
3 在“规则”部分中，创建此配置将告知 Horizon Client 在客户端系统上截获的 URL 模式列表。

a 在 URL 模式字段中，键入一个带引号的字符串以指定要截获的 URL 匹配模式。

必须包含协议前 ，如 https://。可以使用通配符指定匹配多个 URL 的 URL 模式。

例如：

n 如果键入 "http://google.*"，将截获所有包含文本 google 的 URL。

n 如果键入 .*（句点和星号），将截获所有 URL（匹配所有 URL）。

n 如果键入 "mailto://.*.example.com"，将截获所有包含文本 mailto://.*.example.com
的 URL。

b 单击添加以将 URL 模式添加到规则列表。

a 重复上述步骤以添加更多 URL 匹配模式。

4 单击下一步以继续执行向导的下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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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配置”步骤中，定义一组处理程序来确定应由哪些目标清单资源处理各种协议。

处理程序会定义应由用户的哪个授权桌面或应用程序处理该特定协议。例如，如果用户打开含有 mailto
超文本链接的 Microsoft Word 文档，并且单击文档中的该链接，则处理程序会定义应由哪个授权的应用

程序（例如 Microsoft Outlook 或 Mozilla Thunderbird）处理该请求。

a 单击新建。

b 在处理程序窗口中，配置相应设置，然后单击保存。

选项 说明

名称 输入处理程序的名称。

方案 输入此处理程序适用的协议，如 http、https、mailto、callto，等等。

资源类型 选择将由桌面还是应用程序处理指定的协议。

目标资源 输入 Horizon Cloud 清单中您希望由其处理方案字段中所指定协议的目标资源名

称。

严格匹配 选择是可在目标资源字段中指定的名称与用户的可用授权会话桌面或远程应用程

序的名称之间强制执行完全匹配。

当 终用户没有与目标资源字段中指定的名称完全匹配的资源分配时，如果您希

望系统使用其回退行为来对这种情况提供支持，请选择否。

例如，如果将资源类型设置为应用程序，并且您将 Microsoft Outlook 指定为处

理 mailto 协议的目标资源，但用户不具有任何 Microsoft Outlook 应用程序分

配，则在将严格匹配设置为否时，系统将搜索为该用户分配的兼容应用程序（例

如，Mozilla Thunderbird）来处理 mailto 协议。

 
c 重复上述步骤以添加更多处理程序。

6 单击下一步以继续执行向导的下一个步骤。

7 搜索并选择用于此 URL 重定向分配的用户和组，然后单击“下一步”。

8 查看摘要信息，然后单击提交。

了解什么是 URL 内容重定向

一般而言，URL 内容重定向功能支持从远程桌面或应用程序到客户端的重定向，以及从客户端到远程桌面或

应用程序的重定向。

从远程桌面或应用程序到客户端的重定向称为代理到客户端重定向。从客户端到远程桌面或应用程序的重定

向称为客户端到代理重定向。

代理到客户端重定向 利用代理到客户端重定向，Horizon Agent 可将 URL 发送到 Horizon Client，
以在客户端计算机上打开 URL 中协议的默认应用程序。有关在 Horizon Cloud
中配置代理到客户端重定向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代理到客户端重定向。

客户端到代理重定向 利用客户端到代理重定向，Horizon Client 可打开您指定用来处理 URL 的远

程桌面或远程应用程序。有关在 Horizon Cloud 中配置客户端到代理重定向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 URL 重定向配置。

您可以将一些 URL 从远程桌面或应用程序重定向到客户端，而将其他一些 URL 从客户端重定向到远程桌面

或应用程序。您可以重定向任意数量的协议，包括 HTTP、HTTPS、mailto 和 call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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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代理到客户端重定向

利用代理到客户端重定向，Horizon Agent 可将 URL 发送到 Horizon Client，以打开 URL 中协议的默认应用

程序。

要启用代理到客户端重定向，请执行以下配置任务。

n 确保已按照创建 URL 重定向配置中的必备条件部分所述，在主映像虚拟机的 Horizon Agent 中启用了

URL 内容重定向功能。

n 将 URL 内容重定向组策略设置应用到您的远程桌面和应用程序。请参阅将 URL 内容重定向 ADMX 模
板添加到 GPO。

n 配置组策略设置以指示对于每个协议，Horizon Agent 应如何重定向 URL。请参阅 URL 内容重定向组策

略设置。

将 URL 内容重定向 ADMX 模板添加到 GPO
URL 内容重定向 ADMX 模板文件（名为 urlRedirection.admx）中包含的设置允许您控制是在客户端（代

理到客户端重定向）上还是在远程桌面或应用程序（客户端到代理重定向）中打开 URL 链接。

要将 URL 内容重定向组策略设置应用到远程桌面和应用程序，可将 ADMX 模板文件添加到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上的 GPO。对于有关在远程桌面或应用程序中单击的 URL 链接的规则，必须将 GPO 链接到包含虚

拟桌面和 RDS 主机的 OU。

您还可以将组策略设置应用于链接到的 OU 包含 Windows 客户端计算机的 GPO，但是配置客户端到代理重

定向的首选方法是使用 vdmutil 命令行实用程序。由于 macOS 不支持 GPO，因此，如果您具有 Mac 客户

端，则必须使用 vmdutil。

前提条件

n 确认已按照创建 URL 重定向配置中所述，在主映像虚拟机中安装 Horizon Agent 时将 URL 内容重定向

功能包括在内。

n 确认为 URL 内容重定向组策略设置创建了 Active Directory GPO。

n 确认 MMC 和组策略管理编辑器管理单元在您的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上可用。

步骤

1 从 VMware 下载站点 my.vmware.com/web/vmware/downloads 下载 Horizon 7 GPO 包 ZIP 文件。

该文件的名称格式为 VMware-Horizon-Extras-Bundle-x.x.x-yyyyyyy.zip，其中 x.x.x 是版本，

yyyyyyy 是内部版本号。为产品提供组策略设置的所有 ADMX 文件均在此文件中提供。

2 解压缩该 ZIP 文件，并将 URL 内容重定向 ADMX 文件复制到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

a 将 urlRedirection.admx 文件复制到 C:\Windows\PolicyDefinitions 文件夹。

b 将 urlRedirection.adml 语言资源文件复制到 C:\Windows\PolicyDefinitions 中的相应子文

件夹。

例如，对于 EN 区域设置，将 urlRedirection.adml 文件复制到

C:\Windows\PolicyDefinitions\en-US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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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上，打开组策略管理编辑器。

URL 内容重定向组策略设置安装在计算机配置 > 策略 > 管理模板 > VMware Horizon URL 重定向中。

下一步

在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中配置组策略设置。有关设置的说明，请参阅 URL 内容重定向组策略设置。

URL 内容重定向组策略设置

URL 内容重定向模板文件中包含的组策略设置允许您创建用于为 Horizon Cloud 环境配置代理到客户端重定

向功能的规则。该模板文件仅包含“计算机配置”设置。所有设置位于组策略管理编辑器的 VMware Horizon
URL 重定向文件夹中。

重要事项   即使 URL 内容重定向模板文件中包含与客户端到代理重定向相关的组策略设置，您也不要在

Horizon Cloud 中使用组策略设置来配置客户端到代理重定向。在 Horizon Cloud 中，您需要使用管理控制

台创建客户端到代理重定向的规则。您可以在管理控制台中创建 URL 重定向分配时创建客户端到代理重定

向的规则。有关详细步骤，请参阅创建 URL 重定向配置。

下表介绍了 URL 内容重定向模板文件中的可用组策略设置。

表 6‑1  URL 内容重定向组策略设置

设置 属性

IE Policy: Prevent users from changing

URL Redirection plugin loading behavior

确定用户是否可以禁用 URL 内容重定向功能。

默认情况下不配置此设置。

IE Policy: Automatically enable URL

Redirection plugin

确定是否自动激活新安装的 Internet Explorer 插件。

默认情况下不配置此设置。

Url Redirection Enabled 确定是否启用了 URL 内容重定向功能。即使已在客户端或代理中安装了 URL 内
容重定向功能，您也可以使用此设置禁用该功能。

默认情况下不配置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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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URL 内容重定向组策略设置 （续）

设置 属性

Url Redirection Protocol 'http' 对于使用 HTTP 协议的所有 URL，请指定应重定向的 URL。此设置包含以下选

项：

n brokerHostname - 在将 URL 重定向到远程桌面或应用程序时使用的连接服

务器主机的 IP 地址或完全限定名称。

n remoteItem - 可对 agentRules 中指定的 URL 进行处理的远程桌面或应用

程序池的显示名称。

n clientRules - 应当重定向到客户端的 URL。例如，如果将 clientRules 设置

为 .*.mycompany.com，则所有包含文本 mycompany.com 的 URL 均会被重

定向到基于 Windows 的客户端，并在客户端上的默认浏览器中打开。

n agentRules - 应当重定向到 remoteItem 中指定的远程桌面或应用程序的

URL。例如，如果将 agentRules 设置为 .*.mycompany.com，则所有包含

mycompany.com 的 URL 均会被重定向到远程桌面或应用程序。

在创建代理规则时，您必须还使用 brokerHostname 选项指定连接服务器主机

的 IP 地址或完全限定域名，并使用 remoteItem 选项指定桌面或应用程序池的

显示名称。

注意   配置客户端规则的首选方法是使用 vdmutil 命令行实用程序。

默认情况下将启用此设置。

Url Redirection Protocol '[...]' 将此设置用于除 HTTP 以外的任何协议，例如 HTTPS、email 或 callto。

其选项与 Url Redirection Protocol 'http' 的选项相同。

如果您不需要配置其他协议，可以在将 URL 内容重定向模板文件添加到 Active
Directory 之前删除或注释掉此条目。

佳做法是为 HTTP 和 HTTPS 协议配置相同的重定向设置。这样，如果用户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键入部分 URL（如 mycompany.com），并且该站点自动从

HTTP 重定向到 HTTPS，则 URL 内容重定向功能将可按预期工作。在此示例

中，如果为 HTTPS 设置一个规则，但没有为 HTTP 设置相同的重定向设置，则

不会重定向用户键入的部分 URL。

默认情况下不配置此设置。

编辑分配模式
您可以使用“编辑分配模式”设置使分配脱机以进行维护，然后重新使其联机。将分配设置为脱机模式会阻

止用户登录到分配桌面/应用程序。该设置还允许您配置分配的自定义维护通知。

您可以使用“编辑分配模式”设置执行以下任务。

n 使分配脱机：

a 在“分配”页面上，选择相应的分配，然后单击页面顶部的编辑分配模式按钮。

此时会显示“编辑分配模式”对话框。

b 将“分配模式”设置更改为“脱机”。

c 单击保存。

n 使分配联机：

a 在“分配”页面上，选择相应的分配，然后单击页面顶部的编辑分配模式按钮。

此时会显示“编辑分配模式”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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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将“分配模式”设置更改为“联机”。

c 单击保存。

更新分配的代理
使用更新代理软件功能更新“专用桌面 - 传统克隆”分配的代理。

注意   也可以通过更新映像并将更改推送到分配来更新“专用桌面 - 即时克隆”分配的代理。更新映像的代

理软件中介绍了此过程。

通过使用代理更新功能，可以在单个操作中自动更新某个分配中的所有代理。

n 系统定期与 VMware CDS 软件分发网络联系，并将代理更新自动下载到在本地计算机上设置的文件共

享中。然后，这些更新文件将自动导入到系统中以供分配使用。

n 将在“分配”页面上指示更新是否可用，您可以在其中将这些更新应用于分配。在某个分配上启动升级

任务时，将在该任务期间更新该分配中的所有虚拟机。

n 您的 VMware 代表可以根据您的要求调整新代理扫描间隔以及在租户启动后的扫描等待时间。

前提条件

n 您必须已创建代理文件共享并将其添加到 Horizon Cloud。这意味着，在创建文件共享时，您选择“代

理”以作为文件共享类型。代理文件共享仅用于导入代理更新文件。请参阅管理文件共享。

n 要执行 DaaS 代理更新，分配必须已具有 DaaS 代理 16.6.0.4408091 或更高版本。

n 要执行 Horizon Agent 更新，分配必须已具有 Horizon Agent 7.0.3.4612900 或更高版本。

步骤

1 单击分配。

此时会显示“分配”页面，并且有代理更新可用的任何分配名称旁边有一个蓝点。

n 如果将鼠标悬停在蓝点上，将显示一个弹出窗口以指示可用于该分配的代理更新。

n 默认情况下，系统选择每个代理的 新版本，但您可以打开每个下拉列表以查看所有可用的版本。

2 选中一个或多个分配的复选框。通过选择多个分配，您可以将所有这些分配更新为一组相同的代理版本。

3 单击更新代理软件。

此时会显示“代理更新”对话框。

4 在“软件”选项卡上，选择要更新的代理，然后单击下一步。

5 在“协议”选项卡上，选择您希望接受的每项协议对应的同意单选按钮，然后单击下一步。系统将跳过

您未接受协议的任何项目的更新。

6 （可选）在“命令行”选项卡上，添加任何命令行选项。有关命令行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相关代理

的文档。

注意   DaaS Agent 当前没有可用的命令行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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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完成。

此时会在页面顶部显示一条消息，说明更新已开始。

请注意以下事项：

n 桌面分批进行更新，每次更新的桌面数量不能超过 30 个。如果分配具有 30 个或更少的桌面，将统

一更新分配中的所有桌面。您的 VMware 代表可以根据您的要求调整批次的大小。

n 如果桌面有活动会话，用户会在更新开始前五分钟收到警告。

n 如果用户尝试登录正在更新的桌面，登录会失败，用户会收到一条消息，说明桌面不可用。

您可以通过选择监视器 > 活动来查看更新任务的进度。任务说明会指出正在更新的代理以及正在执行更

新的分配。如果任务在 24 小时内未成功，更新将会失败。

删除分配
如果不再需要分配，可以将其删除。

前提条件

仅当分配中不包含虚拟机时，才可以将其删除。

n 要删除专用桌面分配，首先要从“分配”页面中删除虚拟机。

n 要删除浮动桌面分配，首先要将分配大小设置为零。

步骤

1 选择要删除的分配，然后单击删除。

2 单击确认对话框中的删除以永久删除分配。

恢复分配
您可以恢复在之前的某次映像更新期间遇到错误的桌面。

步骤

1 选择要恢复的分配。

2 单击恢复。

管理专用或浮动桌面分配中的桌面
您可以管理专用和浮动桌面分配中的桌面。

注意   对于会话桌面分配，这些分配只用于授权访问基于 RDS 的桌面，而不用于管理这些桌面。要管理会

话桌面，您需要管理基础场中的服务器和会话。请参阅管理 Horizon Cloud 中的场。

步骤

1 单击分配图标。

此时会显示“分配”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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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列表上的某个分配的名称。

将显示分配详细信息页面。

3 单击页面顶部的桌面。

将显示“桌面”选项卡，其中显示了该分配的桌面列表。您可以使用页面右上角的控件筛选、刷新和导

出该列表。

您可以单击页面顶部的按钮之一以执行以下操作。

注意   桌面状态必须为绿色才能执行这些操作。

选项 说明

关机 关闭桌面。

n 您可以一次选择多个桌面。

n 您只能关闭没有活动用户会话的虚拟机。

重新启动 执行正常的虚拟机重新启动。您可以一次选择多个桌面。

如果这不起作用，则可能需要使用“重置”选项（见下文）。

分配 [仅限专用桌面分配] 将专用桌面分配给特定用户。单击该按钮，然后在 Active Directory 中搜索

用户。

您可以通过单击“. . .”按钮，并从下拉菜单中进行选择来执行以下操作。

重命名 [仅限专用桌面分配] 重命名选定的桌面。

取消分配 [仅限专用桌面分配] 从用户中取消分配选定的桌面。

删除 [仅限专用桌面分配] 删除选定的桌面。

挂起 挂起选定的桌面。您可以一次选择多个桌面。

继续运行 继续运行选定的桌面。您可以一次选择多个桌面。

打开电源 [仅限传统克隆分配] 打开选定桌面的电源。您可以一次选择多个桌面。

关闭电源 [仅限传统克隆分配] 关闭选定桌面的电源。您可以一次选择多个桌面。

重置 执行虚拟机硬重置。您可以一次选择多个服务器。

如果有挂起的虚拟机，建议您首先尝试使用“重新启动”选项（见上文）。

注销 将当前已连接的用户从选定桌面中注销。

断开连接 断开当前已连接的用户与选定桌面的连接。

启动控制台 启动选定桌面的控制台。如果虚拟机已关闭电源，或者选择了多个虚拟机，此选项会被禁用。

重建 [仅限浮动桌面分配] 删除并重新创建选定的桌面。对于已损坏的桌面虚拟机，请使用该选项，

否则，这些虚拟机将无法正常运行。

转换为映像 将选定的桌面转换为映像。

注意   如果当前将某个虚拟机用作设备，则无法将该虚拟机转换为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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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分配的系统或用户活动
您可以使用分配的详细信息页面查看专用和浮动桌面分配的系统或用户活动。您还可以查看本机应用程序分

配的会话活动。

可以使用下列步骤查看专用桌面和浮动桌面分配的系统或用户活动，以及本机应用程序分配的会话活动。对

于会话桌面分配，您需要使用基础场的详细信息页面查看系统和用户活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

Horizon Cloud 中的场。

步骤

1 单击分配图标。

此时会显示“分配”页面。

2 单击列表上的某个分配的名称。

将显示分配详细信息页面。

3 单击以下某个选项，具体取决于分配是专用桌面、浮动桌面，还是本机应用程序分配。

n 对于专用桌面或浮动桌面分配，请单击系统活动或用户活动。将显示“活动”选项卡，其中显示该

分配的 近活动列表。您可以从“已显示”下拉菜单中进行选择以调整列表的时间范围，或者使用

页面右上角的控件筛选、刷新和导出该列表。

n 对于本机应用程序分配，请单击会话。

使用嵌套的组织单位
向嵌套的组织单位 (OU) 中添加桌面。

创建桌面分配时，您可以在“计算机 OU”字段中指定域组织单位。您无法指定嵌套的组织单位。您必须找

到嵌套的组织单位信息，然后在“计算机 OU”字段中手动输入这些信息。

步骤

1 打开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和计算机。

2 选择视图 > 高级功能 (已启用高级功能)。

3 导航到将放置这些桌面的组织单位。

4 右键单击并选择属性。

5 单击属性编辑器，然后选择 distinguishedName。

6 单击视图。

7 在“桌面分配”页面上的“计算机 OU”字段中输入标识名信息。

字符串中只有 OU= 部分为必填项。DC= 部分为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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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 7
“应用程序”页面显示了可用于分配的所有应用程序。

单击清单图标，然后选择应用程序以访问“应用程序”页面。

共有三种类型的应用程序：

n 本机应用程序是在 AppStack 中导入的。在“应用程序”页面上没有提供该导入功能。请参阅使用 App
Volumes 导入应用程序。

在将多个应用程序作为 AppStack 一起导入时，AppStack 在“应用程序”列表中显示为单个项目，并在

其图标后面附加一个数字以指示包含的应用程序数。您可以将鼠标悬停在“应用程序”列中的名称上以

查看 AppStack 中的应用程序列表（ 多 10 个项目）。

n 远程应用程序是从 RDS 场中导入的应用程序。在将 RDS 映像发布到 Horizon Cloud 之前，您需要向该

映像中添加第三方用户应用程序。您可以通过自动扫描场将其中的应用程序添加到应用程序清单，也可

以手动从场中添加应用程序。

n 自定义应用程序是您使用“应用程序”页面上的新建按钮和从场中手动选择选项从 RDS 场的服务器中

手动添加到清单的应用程序。尽管 佳做法是使用自动方法，但在有些特定情况下，手动方法也非常有

用，如添加从命令提示符调用的应用程序，或添加无法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自动检测到的应用程序。

您可以在“应用程序”页面上执行以下操作。

新建 添加远程或自定义应用程序。

编辑 选择要进行更改的应用程序。

删除 删除应用程序。

重命名 重命名应用程序。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使用“自动从场中扫描”从 RDSH 场导入新应用程序

n 手动从 RDSH 场添加自定义应用程序

n 编辑应用程序

n 删除应用程序

n 重命名应用程序

n 隐藏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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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取消隐藏应用程序

n 使用 App Volumes 导入应用程序

使用“自动从场中扫描”从 RDSH 场导入新应用程序
您可以从 RDSH 应用程序场导入远程应用程序，以使其可用于用户分配。

如果环境中有多个应用程序场，请重复以下步骤以从每个场导入所需的应用程序。

前提条件

通过导航到清单 > 场，确认您的清单中至少有一个应用程序场。

步骤

1 在“应用程序”页面上，单击新建。

 

 
2 在开始屏幕中，单击自动从场中扫描。

此时会打开向导并显示第一步。

3 选择应用程序场，然后单击下一步以继续执行下一步。

单击下一步后，系统会扫描所选场中的应用程序，然后显示扫描到的应用程序供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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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要添加到应用程序目录的应用程序。

此向导步骤会显示系统的自动扫描过程在用于场的 RDS 服务器的启用了 RDS 的 Windows Server 操作

系统中找到的应用程序。

5 单击下一步以继续执行向导的下一个步骤。

6 （可选） 自定义所选应用程序的某些可配置选项，然后单击下一步以继续执行向导的下一步。

7 查看摘要，然后单击提交。

系统会将选定的应用程序添加到您 Horizon Cloud 清单中的应用程序目录。

下一步

重复这些步骤以从其他场导入所需的应用程序。

手动从 RDSH 场添加自定义应用程序
有些应用程序无法通过扫描场自动检测到。您可以手动将这些应用程序添加到您的 Horizon Cloud 应用程序

目录。

如果您有多个此类应用程序，可以通过重复以下步骤添加所需的应用程序。

前提条件

通过导航到清单 > 场，确认您的清单中至少有一个应用程序场。

步骤

1 在“应用程序”页面上，单击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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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开始屏幕中，单击从场中手动选择。

3 在“属性”部分中，指定以下值。

选项 说明

名称 应用程序的唯一名称。

显示名称 终用户在他们的客户端（例如，Horizon Client 或 Workspace ONE）中查看应用

程序时，您希望显示给 终用户的应用程序名称。

容器 仅当为数据中心配置了多个容器时才显示此选项。选择容器以筛选显示在场列表中

的一组场。

场 选择一个场，其中包含要从中添加应用程序的 RDSH 服务器虚拟机。

应用程序路径 指定应用程序在 RDSH 服务器虚拟机操作系统中的路径。

图标文件 可选：上载一个 PNG 文件（32 x 32 像素），用作应用程序的图标。

 
4 在“高级属性”部分中，指定以下可选设置。

选项 说明

应用程序可用于场 选择是可让系统验证应用程序路径。如果应用程序不在此路径中的场内，则选择否，

以便系统不尝试查找应用程序。例如，如果应用程序存储在服务器虚拟机的本地目

录中，请选择否，以便系统不会尝试在那里查找应用程序。

版本 可选：应用程序的版本号

发布者 可选：应用程序的发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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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启动文件夹 在 RDS 服务器虚拟机的 Windows 操作系统中指定希望远程应用程序用作其启动文

件夹的位置。

注意   如果在应用程序路径中指定一个 LNK 文件，该文件指定了其自己的启动目

录，则系统不使用此处指定的位置。

参数 指定远程应用程序启动时要使用的任何命令行参数。

 
5 单击提交。

系统会在“应用程序”页面上为该应用程序添加一个条目。

下一步

对要从其他场中添加的任何应用程序重复这些步骤。

编辑应用程序
您可以按照以下过程编辑应用程序。

步骤

1 在“应用程序”页面上选择一个应用程序，然后单击页面顶部的编辑按钮。

此时会出现“编辑应用程序”对话框。

2 按照以下说明编辑相应信息。

注意   有些项是不可编辑的。

字段 说明

名称 应用程序的唯一名称

显示名称 终用户在他们的客户端（例如，Horizon Client 或使用 Horizon HTML Access 的
浏览器）中查看应用程序时，您希望显示给 终用户的应用程序名称。

容器 仅当为数据中心配置了多个容器时才显示此选项。显示场所在的容器的名称。

场 将应用程序添加到清单时指定的场。

应用程序路径 应用程序可执行文件在虚拟机上的位置（例如 Z:\Customapps\app.exe）或 UNC 指
定的路径（例如 \\fileserver.accounting.com\vol1\software\app.exe）

图标文件 用作应用程序图标的 .png 文件（32 x 32 像素）。[可选] 单击“选择文件”以浏览

到相应的文件。

应用程序可用于场 此选项反映了将应用程序添加到清单时指定的选项。

版本 应用程序的版本号 [可选]

发布者 应用程序的发布者 [可选]

启动文件夹 在 RDS 服务器虚拟机的 Windows 操作系统中指定希望远程应用程序用作其启动文

件夹的位置。

注意   如果在应用程序路径中指定一个 LNK 文件，该文件指定了其自己的启动目

录，则系统不使用此处指定的位置。

参数 指定远程应用程序启动时要使用的任何命令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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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保存。

删除应用程序
您可以按照以下过程删除应用程序

步骤

1 在“应用程序”页面上选择一个应用程序，然后单击页面顶部的“删除”按钮。

此时会出现确认对话框。

2 单击确定以确认删除。

重命名应用程序
您可以按照以下过程重命名应用程序。

步骤

1 在“应用程序”页面上，选择一个应用程序，然后单击页面顶部的重命名按钮。

将显示“重命名”对话框。

2 输入新名称，然后单击保存。

将在列表中显示新应用程序名称。

隐藏应用程序
您可以使用以下过程在“应用程序”页面上隐藏（禁用）应用程序。

注意   这不会从系统中删除该应用程序，而仅将其禁用。该应用程序将从可见（已启用）应用程序列表移动

到隐藏（已禁用）应用程序列表中。要删除应用程序，请使用“删除”功能。

步骤

1 在“应用程序”页面上选择一个应用程序。

2 单击页面顶部的隐藏按钮。

将禁用应用程序并将其移动到隐藏应用程序列表中。

取消隐藏应用程序
您可以按照以下过程在“应用程序”页面上取消隐藏（重新启用）应用程序。

步骤

1 在“应用程序”列表顶部的“显示”筛选器中选择“隐藏”。

视图将从可见（已启用）应用程序列表切换到隐藏（已禁用）应用程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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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应用程序，然后单击取消隐藏。

将重新启用应用程序，并将其移动到可见（已启用）应用程序列表中。

使用 App Volumes 导入应用程序
VMware App Volumes™ 是一个用于 Horizon® 和虚拟环境的集成且统一的应用程序提供和 终用户管理系

统。您可以使用 App Volumes 的 AppCapture 组件来创建 AppStack，以便将应用程序置备到用户。

请注意以下事项：

n 您的 VMware 代表必须为您启用了 App Volumes 集成，然后才能使用该功能。

n “专用桌面 - 传统克隆”分配不支持 App Volumes。App Volumes 只能用于即时克隆分配。

此过程包含三个步骤：

n 使用 AppCapture 创建 AppStack。

n 将 AppStack 复制到应用程序文件共享。

n 将 AppStack 导入到 Horizon Cloud 中。

上面的前两个步骤是在单独的计算机上执行的，即，在用户界面外部。

使用 AppCapture 创建 AppStack
可以使用 AppCapture 工具在单独管理的计算机上创建 AppStack，其中包含要为分配捕获的应用程序。

n 要使用 AppCapture 创建 AppStack，请执行通过 AppCapture 管理要部署的应用程序中的步骤。

n 在创建完 AppStack 后，请将其复制到文件共享中。请参阅将 AppStack 复制到文件共享。

通过 AppCapture 管理要部署的应用程序

您可以使用 AppCapture 创建 AppStack 以将应用程序置备到用户组中。

在将应用程序分配给用户之前，必须先使用 AppCapture 实用程序捕获应用程序并将其封装到 AppStack 中。

然后，手动将 AppStack 复制到文件共享。

AppCapture 系统要求

查看下面针对 Windows 平台的 AppCapture 低要求。

AppCapture 系统要求

要安装并运行 AppCapture，请确认您的系统满足以下 低要求。

n 操作系统：AppCapture 适用于 Windows 7 和 Windows 10 平台，同时支持 x86（32 位）和 64 位计算

机：物理机、Workstation 或 ESX 虚拟机。

n 磁盘空间：所需的磁盘空间量取决于您要置备的应用程序数量和大小。请确认您的系统具有足够的磁盘

空间来容纳要创建的所有 AppStack。

n AppCapture Client：要使用随 AppCapture 一起安装的 AppCapture Client，您的系统上必须装有 .Net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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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AppCapture

可以使用 AppCapture 实用程序封装应用程序以复制到文件共享中。

前提条件

n 准备一台干净的 Windows 计算机，并在该计算机上禁用用户访问控制 (User Access Control, UAC)。要

关闭 UAC，请访问 
http://windows.microsoft.com/en-us/windows/turn-user-account-control-on-off#ITC=windows-7。

n 确保没有在打算安装 AppCapture 的虚拟机上安装 App Volumes Agent。如果在该计算机上安装了 App
Volumes Agent，请拍摄该计算机的快照，克隆该计算机，然后卸载此代理。

步骤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要安装 AppCapture 的计算机。

2 从 VMware 下载页面中下载 AppCapture 安装程序 VMware-appvolumes-appcapture-
<buildnumber>.exe。

3 双击该安装程序，然后按照屏幕上的说明安装 AppCapture。

4 等待计算机重新引导，并确认 AppCapture.exe 已安装在 C:\Program
Files(x86)\VMware\AppCapture 下。

下一步

n 还会随 AppCapture 实用程序一起安装 UEM 应用程序分析器。您可以使用 UEM 应用程序分析器对

AppStack 进行个性化设置。

n 安装 AppCapture 时，也会在系统上安装 AppCapture GUI。可以使用 AppCapture Client 创建和管理

App Bundles。请参阅使用 AppCapture Client。

使用 AppCapture

在将应用程序分配给用户之前，必须将应用程序封装到 AppStack 中。AppStack 是存储在 .vhd 或 .vmdk
文件中的文件、文件夹、注册表和元数据的集合。AppStack 附带一个 .json 文件。

您可以使用 AppCapture 创建和管理 AppStack。AppCapture 是一个在 App Volumes 外部运行的单独实用

程序。您可以通过命令行、从 AppCapture GUI 或使用 Microsoft PowerShell 运行 AppCapture。

您可以使用 AppCapture 实用程序在虚拟机上创建 AppStack。

App Volumes 仅使用 .vmdk 文件。您可以使用 .vhd 文件在含有其他 VMware 产品的物理机上安装应用程序。

AppCapture 和 UEM 应用程序分析器

您可能希望在捕获 AppStack 中的应用程序后对其进行个性化设置，而无需执行实际分配。

您可以使用与 AppCapture 安装程序封装在一起的 UEM 应用程序分析器进行个性化设置。在使用带

有 /personalize 选项的 AppCapture.exe 命令时，将显示 UEM 应用程序分析器窗口。您可以选择要进

行个性化设置的应用程序并存储这些设置。

有关使用 /personalize 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AppCapture 命令行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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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命令行运行 AppCapture

您可以从命令行运行 AppCapture。

注意   您必须从将应用程序挂载到的相同操作系统中捕获应用程序。例如，如果用户运行 Win7x64 操作系

统，您必须使用类似或相同的基本操作系统 Win7x64 映像捕获应用程序。

前提条件

1 您必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AppCapture。

2 确认已禁用 Windows 中的用户帐户控制 (User Account Control, UAC)。要关闭 UAC，请参阅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cn/windows/turn-user-account-control-on-off#1TC=windows-7。

3 确认 CLI 命令 AppCapture.exe 已安装在 C:\Program Files (x86)\VMware\AppCapture（64 位计

算机）或 C:\Program Files\VMware\AppCapture（32 位计算机）中。

4 要查看 AppCapture.exe 命令的选项，请参阅 AppCapture 命令行选项。

步骤

1 为系统拍摄快照。

捕获会话结束后可恢复到该快照。

2 打开控制台窗口。

3 运行 AppCapture.exe 命令：AppCapture.exe /n your_appstack_name。

此时请不要按 Enter 键。

通常，AppStack 虚拟机磁盘会在一分钟内准备就绪。

4 小化 AppCapture 控制台窗口，并运行常规 Windows 安装以捕获每个应用程序安装程序。

a 接受默认安装，将所有应用程序都安装到 C: 驱动器上。安装活动会重定向到虚拟输出磁盘。

b 如果安装程序需要重新引导，请等待重新引导完成。

c 如果该功能可用，您也可以运行 ThinApp MSI 软件包。您可以按照安装其他应用程序 MSI 软件包的

相同方式安装这些软件包。有关如何创建 ThinApp MSI 软件包的信息，请参阅 新的 ThinApp 文档。

5 完成虚拟磁盘的创建。

a 在运行需要在此 AppStack 中捕获的所有安装程序后，返回到控制台窗口。

b 按 Enter 键启动重新引导，并完成虚拟磁盘的创建。

重新引导后，您会看到包含应用程序的新 AppStack。

c 确认在 C:\ProgramData\VMware\AppCapture\appvhds 中具有新的 VHD 和 VMDK 文件。

6 运行 AppCapture.exe 命令以查看 VHD 和 VMDK 文件中的应用程序。对于 VHD 文件：运行

AppCapture.exe /list my_AppStack_Name.vhd；对于 VMDK 文件：运行 AppCapture.exe /list
my_AppStack_Name.vmdk

7 将创建的 AppStack 复制到选择的暂存文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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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恢复到开始第一个捕获会话前拍摄的系统快照。

9 将 AppStack 从暂存文件共享复制到您的系统中。

AppCapture 命令行选项

可以使用 AppCapture 命令行选项创建和管理 AppStack。

AppCapture.exe 命令选项

如果意外删除了 JSON、VHD 或 VMDK 文件，/meta、/vhd 和 /vmdk 选项是非常有用的。如果删除了

JSON 文件，则 App Volumes 无法读取 AppStack。

您可以使用 /personalize 命令对 AppStack 进行个性化设置。

AppCapture.exe 命令接受以下选项：

表 7‑1  AppCapture.exe 命令行选项

任务 选项

显示 AppCapture.exe 命令的帮助。 /?

指定 AppStack 的作者姓名。如果姓名至少包含一个空格，请将姓名

置于圆括号中。

示例：AppCapture.exe /n /a (IT Admin)

/a

指定 AppStack 的说明。

示例：此磁盘中包含应用程序的 XYZ 套件。

/d

列出 AppStack JSON、VHD 和 VMDK 文件的内容。如果使用的不是

默认目录，请指定这些文件所在的目录。

示例：AppCapture.exe /list filePath

/list

将 VMDK 文件作为输入以生成 .json 文件。如果使用的不是默认路

径，请指定包含 VMDK 文件的路径。

示例：AppCapture.exe /meta appStackPath。

/meta

创建 AppStack。

示例：AppCapture.exe /n

/n

指定 AppStack 文件的输出目录。默认目录为

C:\ProgramData\VMware\AppCapture\appvhds。

可以将此选项与 /s 选项结合使用来从现有的 AppStack 创建

AppStack。请参阅 从命令行更新 AppStack。

示例：

AppCapture.exe /s oldAppStackDir /o newAppStackDir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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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AppCapture.exe 命令行选项 （续）

任务 选项

指定 AppStack 文件的源目录。默认目录为

C:\ProgramData\VMware\AppCapture\appvhds。

如果安装新应用程序，请不要使用此选项。

可以将此选项与 /o 选项结合使用来从现有的 AppStack 创建

AppStack。请参阅 从命令行更新 AppStack。

示例：

AppCapture.exe /s oldAppStackDir /o newAppStackDir

此外，还可以将 /s 选项与 /n 结合使用来将旧 AppStack 更新为新

AppStack。在以下示例中，现有的 oldAppStack.vhd AppStack 会作

为基础 AppStack 进行复制，并会被更新为 newAppstackName：

AppCapture.exe /n newAppstackName /s

oldAppStack.vhd /o newAppStackDir

/s

从 .vmdk 文件创建 .vhd 文件。如果使用的不是默认路径，请指定包

含 .vhd 文件的路径。

示例：AppCapture.exe /vhd appStackPath.vmdk

/vhd

将 VHD 文件作为输入以生成 VMDK 文件。如果使用的不是默认路

径，请指定包含 .vhd 文件的路径。

示例：AppCapture.exe /vmdk appStackPath.vhd。

/vm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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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AppCapture.exe 命令行选项 （续）

任务 选项

在置备以进行预验证后虚拟化应用程序。在没有其他参数的情况下使

用 /test 选项时，AppStack 应仅包含一个应用程序包。

示例：

AppCapture.exe /test Provisioned appStackPath.vhd

虚拟化 AppStack 中的所有应用程序包。示例：

AppCapture.exe /test Provisioned appStackPath.vhd *

虚拟化 AppStack 中通过相应 GUID 标识的应用程序包。示例：

AppCapture.exe /test Provisioned appStackPath.vhd

GUID1, GUID2.. GUIDn

/test <Provisioned AppStackPath>.vhd [* | GUID]

允许用户使用 UEM 应用程序分析器对应用程序包进行个性化设置。

将生成包含个性化设置的配置文件。默认情况下，这些文件保存在与

VHD 相同的位置中（在 UEMConfigFiles\AppStack 文件夹中）。

示例：AppCapture.exe /personalize C:\FinanceApps.vhd -
个性化设置保存在

C:\ProgramData\VMware\AppCapture\appvhds\UEMConfigFil

es\FinanceApps 中。

/predef 子选项是一个可选的布尔型开关，可以将其

与 /personalize 选项一起使用以将指定的应用程序包的预定义设置

捕获到一个配置文件中。这些预定义设置是在一个额外的配置文件中

捕获的。

示例：

AppCapture.exe /personalize C:\FinanceApps.vhd /predef

- 个性化设置以及预定义设置保存在

C:\ProgramData\VMware\AppCapture\appvhds\UEMConfigFil

es\FinanceApps 中

可以将 /flexconfigname 子选项与 /personalize 命令一起使用以

将个性化设置存储到具有用户友好名称的配置文件中。

示例：

AppCapture.exe /personalize

C:\FinanceApps.vhd /flexconfigname MSOffice2016 - 个性化

设置保存在

C:\ProgramData\VMware\AppCapture\appvhds\UEMConfigFil

es\MSOffice2016 中

/personalize <ProvisionedAppStackPath>.vhd
 [/predef | flexconfigname <flexconfigfilename> ]

合并 AppStack

您可以使用 AppMerge 从命令行合并两个或更多 AppStack。

可以使用 AppMerge 将两个或更多现有 AppStack 合并为一个文件。AppMerge 将与 AppStack 关联的 VHD
文件作为输入。

注意   输入 AppStack 文件必须全部为 VHD 类型。您可以使用 /vhd 和 /vmdk 选项创建不同类型的合并输

出 AppStack。

AppMerge 的语法如下：

AppMerge.exe /o outputAppStack /s "inputAppStack1file","inputAppStack2file",

"inputAppStack3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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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创建合并的 AppStack

在以下示例中，将从三个现有的 AppStack 文件（Office.vhd、Notepad++.vhd 和 Firefox.vhd）来创建

一个名为 MergedAppstack.vhd 的 AppStack 文件：

AppMerge.exe /o C:\MergedAppstack.vhd /s "Office.vhd","Notepad++.vhd","Firefox.vhd"

您可以指定输入文件路径、输出文件路径和文件名。在此例中，假定这三个输入 AppStack 均位于默认的

AppStack 位置。输出 AppStack 放置在 C: 驱动器上。

除 /o 和 /s 参数之外，AppMerge 还接受以下选项：

n /df。删除特定的应用程序包。采用包含一个 GUID 的文件的完整路径作为其参数（每行一个文件路径）。

n /dl。删除特定的应用程序包。采用逗号分隔的 GUID 作为参数。

n /list。列出新创建的 AppStack 文件的内容。

n /meta。通过输出 AppStack 文件创建 JSON 文件。

n /vhd 通过 VMDK AppStack 输入文件创建 VHD 输出 AppStack 文件。

n /vmdk。通过 VHD AppStack 输入文件创建 VMDK 输出 AppStack 文件。

另请参阅 AppCapture 命令行选项。

从命令行更新 AppStack

您可以对 AppStack 进行更新，以在 AppStack 中添加应用程序、更新现有应用程序或移除应用程序。

前提条件

确认您具有正确的凭据并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

n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AppCapture。

n 至少创建一个 AppStack。

n 在置备计算机上禁用用户帐户控制 (User Account Control, UAC) 通知。请参阅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cn/windows/turn-user-account-control-on-off#1TC=windows-7。

n 了解可用来更新 AppStack 的命令选项。请参阅 AppCapture 命令行选项。

步骤

1 打开命令提示符，并使用 cd "\Program Files\VMware\AppCapture" （64 位）或 cd "\Program
Files (x86)\VMware\AppCapture" （32 位）导航到 AppCapture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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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新 AppStack：

a 运行 AppCapture.exe /n appStackName /s sourceAppStackDir。

sourceAppStackDir 是要更新的 AppStack 的路径。

以下示例将获取一个现有的 AppStack，并将其更新为新的 AppStack：

AppCapture.exe /n AdminUser2.0 /s

"C:ProgramData\VMware\AppCapture\appvhds\AdminUser1.0" /o C:\NewFolder

您可以加入可用来更新 AppStack 的其他命令选项。

此时会创建 AppStack，并将其存储在您指定的位置或默认位置（appvhds 文件夹）。

b 在 AppStack 中添加应用程序、更新现有应用程序或移除应用程序。

任务 操作

添加应用程序或更新现有应用程序 运行要在 AppStack 上安装或更新的应用程序的安装程序。

（可选）移除应用程序 1 导航到控制面板 > 程序和功能。

2 选择要从 AppStack 中移除的应用程序，并完成卸载过程。

 
3 添加或移除应用程序后，导航到命令提示符，并按 Enter 键。

4 按 Enter 键重新启动计算机，并完成 AppStack 更新过程。

在计算机重新启动后，将创建 JSON、VHD 和 VMDK 文件。应用程序捕获过程完成时，将从计算机中移除

应用程序。

通过 Microsoft PowerShell 使用 AppCapture

您可以通过 Microsoft PowerShell cmdlet 使用 AppCapture 捕获应用程序、创建和更新 AppStack，以及重

新创建已删除的 AppStack。您可以使用 32 位或 64 位 PowerShell 控制台运行 AppCapture 模块。

您还可以从命令行运行 AppCapture，如从命令行运行 AppCapture 中所述。

注意   捕获应用程序所用的操作系统必须与挂载应用程序的操作系统相同。例如，如果用户使用的是 Win7x64
操作系统，则必须使用类似或相同的 Win7x64 操作系统基础映像来捕获应用程序。

使用 PowerShell 运行 AppCapture

您可以使用 Microsoft PowerShell 运行 AppCapture。

前提条件

确认您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并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

n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AppCapture。

n 禁用用户帐户控制 (User Account Control, UAC)。请参阅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cn/windows/turn-user-account-control-on-off#1TC=windows-7。

n 了解 AppCapture cmdlet。请参阅 PowerShell 选项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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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为系统拍摄快照。

捕获会话结束后可恢复到该快照。

2 打开 32 位或 64 位 PowerShell 控制台。

3 使用 import-module vmware.appcapture 命令导入 PowerCLI 模块。

此操作会导入 AppCapture 模块。

4 （可选）要查看所有模块的列表，请运行 get-module 命令。

5 运行命令 Start-AVAppCapture -Name appStackFile，其中 appStackFile 是要创建的 AppStack .vhd
文件的名称。

此时不要按 Enter 键。

此时会创建 appStackFile.vhd。

6 离开 PowerShell 控制台，然后在此计算机上安装要置备的任何应用程序。

7 安装了所有应用程序后，再次打开 PowerShell 控制台。

8 按 Enter 键。

9 如有必要，请重新引导您的计算机。

在 AppCapture 控制台窗口中，您会看到 AppStack .json、.vhd 和 .vmdk 文件的位置。默认情况下，

这些文件存储在 C:\ProgramData\VMware\AppCapture\appvhds 中。

10 （可选）检查该目录中的 .json、.vhd 和 .vmdk 文件，确保已捆绑应用程序。

11 将创建的 AppStack 复制到暂存文件共享。

12 恢复到开始第一个捕获会话前拍摄的系统快照。

13 将 AppStack 从暂存文件共享复制到您的系统中。

PowerShell 选项和参数

在通过 Microsoft PowerShell 运行 AppCapture 时，可以使用多个选项。

可在 PowerShell 中使用的 AppCapture 选项和参数

使用 Start-AVAppCapture 可创建 AppStack，并向其中添加应用程序。UEM 应用程序分析器是随

AppCapture 实用程序一起安装的，可以使用该分析器对 AppStack 进行个性化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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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Start-AVAppCapture 选项

Start-AVAppCapture 参数 说明

-Author Author-name 指定与此 AppStack 关联的作者。

CommonParameters 使用一个或多个通用参数。通用参数是一组由 Windows PowerShell
实现的 cmdlet 参数。

Start-AVAppCapture 支持以下通用参数：

n Debug
n ErrorAction
n ErrorVariable
n OutBuffer
n OutVariable
n PipelineVariable
n Verbose
n WarningAction
n WarningVariable

有关通用参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bout_CommonParameters。

-Description text 指定 AppStack 的说明。如果说明包含空格，请在圆括号中输入说

明，例如 -Description (HR Apps)。

-Destination output-directory 指定 AppStack 的输出目录。默认情况下，AppStack 会放置在

C:\ProgramData\VMware\AppCapture\appvhds 中。

-Force 输出目录不存在时创建输出目录。可使用 -Destination 参数指

定输出目录。

-Name vhd-name 指定将捕获的应用程序的名称。

输出 .vhd 文件将使用指定的应用程序名称来命名。

-Novmdk 指定此选项可阻止捕获后创建 VMDK 磁盘。

-Path directory-path 指定 AppStack 的路径。将使用 AppStack 作为当前捕获的模板。

如果安装新应用程序，请不要使用此选项。

您可以使用 AppCapture 命令执行一些工作流。

表 7‑3  AppCapture PowerShell 工作流

工作流 说明

ConvertTo-AVVhdDisk 使用 .vmdk 文件作为输入来生成 .vhd 文件。

ConvertTo-AVVmdkDisk 使用 .vhd 文件作为输入来生成 .vmdk 文件。

Export-AVMetadata 使用 .vhd 或 .vmdk 文件作为输入来生成 .json 文件。

Merge-AVAppDisks 将多个 AppStack .vhd 文件合并为一个新的 AppStack .vhd。合

并 AppStack 介绍了与此类似的命令行版本。

Remove-AVApp 从磁盘中删除一个 AppStack，或者从 AppStack 中移除特定的应

用程序。如果从 AppStack 中移除任何应用程序，则必须将

AppStack 再次导入到 App Volumes Manager 中。

Reset-AVConfig 从计算机中清除 AppCapture 配置信息。

Show-AVDiskDetails 列出 .vhd 文件、.json 文件或 .vmdk 文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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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AppCapture PowerShell 工作流 （续）

工作流 说明

Start-AVAppCapture 启动应用程序捕获过程。

Start-AVAppUpdate 更新 AppStack。

Test-AVAppStack 置备应用程序后，附加或虚拟化应用程序。

Start-AVAppPersonalization 连接 AppStack (.vhd)，并使用 UEM 应用程序分析器对指定的应

用程序包进行个性化设置。

下面的示例包括工作流文件路径和用于访问工作流的命令。

n 启动新的捕获会话。输出是以 .vhd 文件形式生成的并命名为 AdobeSuite.vhd。作者是 John 并添加

了说明。

Start-AVAppCapture -Name AdobeSuite -Author John -Description "This disk contains

the AdobeSuite application"

n ConverTo-AVVhdDisk。此示例将从源文件 Adobe.vmdk 生成 .vhd 格式的输出文件 Adobe.vhd。输出

文件放置在与源文件不同的目录中：

ConvertTo-AVVhdDisk -Path "C:\Program Files

(x86)\VMware\AppCapture\appvhds\Adobe.vmdk" -Destination "C:\AppCaptures"

n Export-AVMetadata。此示例将生成输出元数据文件 Adobe.json。该文件将在与 Adobe.vhd 相同的

位置生成：

Export-AVMetadata -Path "C:\Program Files

(x86)\VMware\AppCapture\appvhds\Adobe.vhd"

n Merge-AVAppDisks。此示例将合并 .\temp 和 .\appstacks 目录下的所有 .vhd 文件，并在 C:\temp
中生成 Notepad+Adobe.vhd 文件。

Merge-AVAppDisks -Path .\temp\*.vhd .\appstacks\*.vhd -Destination

c:\temp\Notepad+Adobe.vhd

n Remove-AVApp。此示例将从输入磁盘 Adobe+Notepad.vhd 中删除 Adobe 和记事本应用程序。每个应

用程序均通过其唯一 GUID 来标识：

Remove-AVApp -Path C:\Temp\Adobe+Notepad.vhd -Destination c:\Temp\empty.vhd -

Guids GUID1, GUID2

n Show-AVDiskDetails。此示例将显示 .json 文件中的详细信息。对于 .vhd 和 .vmdk 文件，语法是相

同的：

Show-AVDiskDetails -Path "C:\Program Files (x86)\VMware\WEM

Capture\appvhds\Adobe.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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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Start-AVAppUdate。此示例将使用热修补程序更新 AdobeSuite.vhd。将会创建 AdobeSuite.vhd 的
副本，并将其命名为 AdobeHotfixUpdate.vhd。安装的所有热修补程序均在 AdobeHotfixUpdate.vhd
中捕获：

Start-AVAppUpdate -Name AdobeHotfixUpdate -Path "C:\Program Files

(x86)\VMware\AppCapture\appvhds\AdobeSuite.vhd"

n Test-AVAppStack -Path：在置备应用程序以进行预验证后虚拟化该应用程序。在没有其他参数的情

况下使用此命令时，AppStack 应仅包含一个应用程序包。

Test-AVAppStack -Path C:\Program Files (x86)\VMware\WEMCapture\appvhds\Chrome.vhd

n Test-AVAppStack -Path "C:\Program Files

(x86)\VMware\WEMCapture\appvhds\HRApps.vhd" -Guids Guid1Guid2..Guid1.. GUIDn。

该 cmdlet 虚拟化 AppStack 中通过相应 GUID 标识的应用程序包。

n Test-AVAppStack -Path "C:\Program Files

(x86)\VMware\WEMCapture\appvhds\HRApps.vhd" -Guids "*"。该 cmdlet 虚拟化 AppStack
中的所有应用程序包。

n Start-AVAppPersonalization -Path。该 cmdlet 连接 VHD，并允许用户使用 UEM 应用程序分析器

对应用程序包进行个性化设置。个性化设置保存在

C:\ProgramData\VMware\AppCapture\appvhds\UEMConfigFiles\Chrome 中。

Start-AVAppPersonalization -Path

"C:\ProgramData\VMware\AppCapture\appvhds\Chrome.vhd"

n Start-AVAppPersonalization -Path "C:\appvhds\Chrome.vhd" -Predef。该 cmdlet 连接

VHD，并允许用户使用 UEM 应用程序分析器对应用程序包进行个性化设置。预定义设置和个性化

设置保存在 C:\ProgramData\VMware\AppCapture\appvhds\UEMConfigFiles\Chrome 中。

n Start-AVAppPersonalization -Path "C:\appvhds\Chrome.vhd" -Name Browser1。该

cmdlet 连接 VHD，并允许用户使用 UEM 应用程序分析器对应用程序包进行个性化设置。个性化设

置文件保存在 C:\ProgramData\VMware\AppCapture\appvhds\UEMConfigFiles\Browser1
中。

要获取有关工作流的帮助，请运行 get-help 命令。

表 7‑4  AppCapture PowerShell 工作流信息和示例

命令 说明

get-help WorkFlowName 查看工作流的一般信息。

get-help WorkFlowName -detailed 查看工作流的详细信息。

get-help WorkFlowName -examples 查看工作流的示例。

get-help WorkFlowName -full 查看工作流的技术信息。

使用 AppCapture Client

AppCapture Client 包含可用于简化 AppCapture 进程的 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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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 AppCapture Client 创建、更新、合并和测试 App Bundles。您还可以更新合并的 AppStack 以及执

行多项捕获后操作。在 GUI 中，AppStack 称为 App Bundles。

在 GUI 中输入 AppCapture 命令时，会自动生成相应的命令字符串。您可以将该字符串复制并粘贴到命令

行。单击显示脚本可查看生成的字符串。

添加文件共享

您必须先添加文件共享，然后才能使用 AppCapture Client 创建和管理 App Bundles。

前提条件

n 建议您添加远程文件共享。

n 确保已使用域凭据在计算机上挂载文件共享。

步骤

1 启动 AppCapture Client，然后转到设置 > 文件共享。

2 浏览到文件共享的位置，然后选择该文件共享。

3 单击添加。

系统会自动填充“名称”字段。

4 （可选） 提供作者的姓名。

5 单击保存。

您会转到“App Bundles”页面。

下一步

现在，您可以开始捕获、更新和测试 App Bundles。

创建 App Bundle

可以使用 AppCapture Client 创建 App Bundle 并将应用程序捕获到该应用程序包中。

注意   App Bundles 中可以包含多个应用程序。但是，要充分利用 AppToggle 和 AppMerge 功能，只需在

App Bundle 中安装一个应用程序。请参阅创建合并的 App Bundle。

步骤

1 在 AppCapture Client 中，单击应用程序包。

2 单击捕获并提供以下信息：

选项 说明

名称（必需） App Bundle 的名称。

描述（可选） App Bundle 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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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作者（可选） 创建 App Bundle 的人员的姓名。默认为当前用户或在应用程序设置中存储的名称。

目标（只读） 自动填充选定的文件共享位置。将在该位置创建 App Bundle 文件、VHD 和关联的

JSON 文件。

 
屏幕底部会显示生成的命令脚本。

3 单击创建。

此时会启动 AppCapture 进程。系统会提示您在 App Bundle 中安装要捕获的应用程序。继续按照屏幕

上的说明完成创建 App Bundle 的任务。

下一步

仅当重新引导虚拟机后，捕获过程才完成。在重新引导计算机，并且 AppCapture Client 已自动重新启动后，

转到应用程序包页面。双击您创建的应用程序包，并确认该包中包含您在其中安装的应用程序。

更新 App Bundle

您可以使用 AppCapture Client 来编辑和更新 App Bundle 中的信息，并在应用程序包中安装新应用程序。

注意   一个 App Bundle 中可以包含多个应用程序。但是，要充分利用 AppToggle 和 AppMerge 实用程序，

只需在 App Bundle 中安装一个应用程序。

步骤

1 在 AppCapture Client 中，单击应用程序包。

2 选择要更新的应用程序包。

3 单击更新并编辑所需的信息：

选项 说明

新名称（必需） App Bundle 的新名称。不能与现有名称相同。

描述（可选） App Bundle 的描述。

作者（可选） 创建 App Bundle 的人员的姓名。默认为当前用户或在应用程序设置中存储的名称。

目标（只读） 自动填充要更新的 App Bundle 的位置。此位置与选定的文件共享位置相同。

 
屏幕底部会显示生成的命令脚本。

4 单击更新。

出现提示时，您便可以在应用程序包中安装新应用程序。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完成更新 App Bundle 的过程。

创建合并的 App Bundle

您可以合并两个或更多单个 App Bundles 来创建合并的 App Bundle。

注意   要充分利用 AppToggle 功能，您可以只将单个 App Bundles 合并到 AppStack 中。您无法合并已经与

其他 App Bundle 合并的 App Bu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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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在 AppCapture Client 中，单击合并的应用程序包。

2 提供以下信息。

选项 说明

名称（必需） 包的名称。

描述 包的描述。

作者 创建合并的包的人员或实体的名称。默认为当前用户或在应用程序设置中存储的名称。

目标 要将合并的包保存到的位置。

 
3 单击添加。

此时会显示可合并的 App Bundles 列表。

4 选择包，然后单击确定。

5 单击创建。

合并操作完成后，系统会显示一条消息。单击日志可查看合并操作的详细信息。

更新合并的 App Bundle

您可以更新合并的应用程序包，以便添加或删除应用程序。

前提条件

您必须先创建合并的 App Bundle，然后才能更新该应用程序包。请参阅创建合并的 App Bundle。

步骤

1 在 AppCapture Client 中，单击合并的应用程序包。

2 选择一个合并的应用程序包，然后单击更新。

此时会显示该合并的应用程序包中所包含的应用程序包列表。

3 编辑所需的信息：

选项 说明

新名称（必需） 合并的 App Bundle 的新名称。不能与现有名称相同。

描述（可选） App Bundle 的描述。

作者（可选） 创建 App Bundle 的人员的姓名。默认为当前用户或在应用程序设置中存储的名称。

目标（只读） 自动填充要更新的 App Bundle 的位置。此位置与选定的文件共享位置相同。

 
屏幕底部会显示生成的命令脚本。

4 单击编辑，然后选择要添加或移除的应用程序。

此时会显示应用程序包中捕获的应用程序列表。

5 单击确定。

6 查看更新的应用程序包内容，然后单击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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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是以确认要更新合并的应用程序包。

测试 App Bundle

可以使用 AppCapture Client 来确认是否已在 App Bundle 中成功捕获应用程序，以及应用程序包是否按预

期运行。

前提条件

在运行测试命令之前，先拍摄计算机的快照。必须先在 App Bundle 中捕获应用程序，然后才能对其进行测试。

步骤

1 在 AppCapture Client 中，单击以下两项之一：

n 应用程序包，用于测试单个 App Bundle。

n 合并的应用程序包，用于测试合并的 App Bundle。

2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应用程序包，然后单击测试。

系统会挂载选定的应用程序包，然后 App Volumes 会对该应用程序包进行验证。

AppCapture 文件夹和文件

AppCapture 会创建一些文件和文件夹。

AppCapture 会在 C:\ProgramData\VMware\AppCapture\appvhds 中创建各种文件夹。

表 7‑5  AppCapture 文件夹

文件夹 说明

appvhds 使用 AppCapture 创建 AppStack 时生成的 .vhd、.json 和 .vdmk
文件。

logs 由 AppCapture 生成的日志文件。日志文件的名称为

AppCapture.log，位于

C:\ProgramData\VMware\AppCapture\logs 中。

modules 执行 PowerCLI 操作所需的 PowerCLI .dll 文件。

plugins VMware Horizon Air 插件。这些插件可以将 AppStack 转换为可部

署到 终用户的正确格式。

templates .vhd 文件模板，可用作创建 AppStack 的样板 .vhd 文件。

AppCapture 会在 appvhds 目录中创建这些文件，除非您指定了其他目录。请参阅 AppCapture 命令行选项。

表 7‑6  AppCapture 文件

文件 说明

application.vhd 该 .vhd 文件用于保存 AppStack 中的应用程序文件。

application.vmdk VMware Horizon Air 本机使用的 VMDK 格式的虚拟硬盘文件。

application.json 该 .json 文件包含在 AppStack 中捕获的应用程序相关信息。

具有托管基础架构的 Horizon Cloud 管理指南

VMware, Inc.  57



将 AppStack 复制到文件共享

您在创建 AppStack 后，必须将其放到文件共享中。

前提条件

您必须先创建一个文件共享，然后将其作为应用程序文件共享添加到“基础架构”页面上。

步骤

1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窗口，找到 \\share IP\sharename，其中，“sharename”是您应用程序文件共

享的名称。

2 将您的 AppStack .vmdk 和 .json 文件复制到此目录。

AppCapture 会生成两种类型的文件：

n .vmdk 文件，用于在虚拟机上装载 AppStack

n .vhd 文件，用于在物理机上装载 AppStack

Horizon Cloud 仅使用 .vmdk 文件。但是，您可以使用 .vhd 文件在含有其他 VMware 产品的物理机上

安装应用程序。

下一步

在将 AppStack 添加到文件共享后，您必须导入 AppStack。请参阅将 AppStack 导入 Horizon Cloud。

将 AppStack 导入 Horizon Cloud
在将 AppStack 放置在应用程序文件共享后，您可以将其导入到 Horizon Cloud 中。

步骤

1 导航到设置 > 基础架构。

2 单击文件共享。

3 选中要导入的 AppStack 所在文件共享对应的复选框。

您一次只能从一个文件共享中导入。

4 单击 ...，然后选择导入。

App Volumes 功能故障排除

您可以使用 Python 脚本排除 App Volumes 功能故障。

下面介绍的脚本需要使用 Python 2.7.9 或更高版本。

n 检索应用程序分配的映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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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脚本检索您的环境中的分配的详细信息。

n 用法：

usage: mapping_details.py [-h] [-t TYPE] [-p XMP_PORT] [-o CSV_PATH]

                          [-u SEARCH_USER] [-g SEARCH_GROUP]

                          [-d SEARCH_DOMAIN]

                          xmp_host xmp_domain xmp_user xmp_password

 

positional arguments:

  xmp_host              XMP host url

  xmp_domain            XMP user domain

  xmp_user              XMP user name

  xmp_password          XMP user password

 

optional arguments:

  -h, --help            show this help message and exit

  -t TYPE, --type TYPE  All, AppVolumes, DaaS

  -p XMP_PORT, --port XMP_PORT

                        XMP host port

  -o CSV_PATH, --output CSV_PATH

                        Output csv file path

  -u SEARCH_USER, --user SEARCH_USER

                        Search user name

  -g SEARCH_GROUP, --group SEARCH_GROUP

                        Search group name

  -d SEARCH_DOMAIN, --domain SEARCH_DOMAIN

                        Search domain name

n 脚本格式：

mapping_details.py <IP/FQDN> <domain> <username> '<password>' -p 8443

n 代码示例（检索所有分配）：

qbi@qbi-vm ~ # mapping_details.py qbi-ubuntu.eng.vmware.com falcon administrator '<password>' -

p 8443

Get assignments successfully.

qbi@qbi-vm ~ # cat assignments.csv

key,user name,assignment,application name,bundle name,package name,assignment type,Os type

MIRAGEDOMAIN\qbi only||Mozilla Firefox (3.0.3),MIRAGEDOMAIN\qbi only,qbi-only-win10-x64,Mozilla 

Firefox (3.0.3),,,Native,Windows 10 (x64)

MIRAGEDOMAIN\qbi only||Adobe Flash Player 21 NPAPI,MIRAGEDOMAIN\qbi only,qbi-only-win10-

x64,Adobe Flash Player 21 NPAPI,,,Native,Windows 10 (x64)

MIRAGEDOMAIN\qbi only||Mozilla Maintenance Service,MIRAGEDOMAIN\qbi only,qbi-only-win10-

x64,Mozilla Maintenance Service,,,Native,Windows 10 (x64)

MIRAGEDOMAIN\qbi only||Mozilla Firefox 45.0.1 (x86 en-US),MIRAGEDOMAIN\qbi only,qbi-only-win10-

x64,Mozilla Firefox 45.0.1 (x86 en-US),,,Native,Windows 10 (x64)

MIRAGEDOMAIN\qbi only||Python 2.6.6,MIRAGEDOMAIN\qbi only,qbi-only-win10-x64,Python 

2.6.6,,,Native,Windows 10 (x64)

FALCON\qbi||Adobe Flash Player 21 NPAPI,FALCON\qbi,qbi-win10-x64,Adobe Flash Player 21 

NPAPI,,,Native,Windows 10 (x64)

FALCON\qbi||Mozilla Maintenance Service,FALCON\qbi,qbi-win10-x64,Mozilla Maintenance 

Service,,,Native,Windows 10 (x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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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CON\qbi||Mozilla Firefox 45.0.1 (x86 en-US),FALCON\qbi,qbi-win10-x64,Mozilla Firefox 45.0.1 

(x86 en-US),,,Native,Windows 10 (x64)

MIRAGEDOMAIN\qbi||Adobe Flash Player 21 NPAPI,MIRAGEDOMAIN\qbi,qbi-win10-x64,Adobe Flash Player 

21 NPAPI,,,Native,Windows 10 (x64)

MIRAGEDOMAIN\qbi||Mozilla Maintenance Service,MIRAGEDOMAIN\qbi,qbi-win10-x64,Mozilla 

Maintenance Service,,,Native,Windows 10 (x64)

MIRAGEDOMAIN\qbi||Mozilla Firefox 45.0.1 (x86 en-US),MIRAGEDOMAIN\qbi,qbi-win10-x64,Mozilla 

Firefox 45.0.1 (x86 en-US),,,Native,Windows 10 (x64)

FALCON\Users||FirefoxWin10x64,FALCON\Users,app-bundle-assignment,Mozilla Firefox 

(3.0.3),FirefoxWin10x64,,Native,Windows 10 (x64)

FALCON\Users||CutePDF Professional 3.7 (Evaluation),FALCON\Users,users-win7,CutePDF 

Professional 3.7 (Evaluation),,,Native,Windows 7 (x64)

FALCON\Users||FileZilla Client 3.9.0.6,FALCON\Users,users-win7,FileZilla Client 

3.9.0.6,,,Native,Windows 7 (x64)

MIRAGEDOMAIN\Users||CutePDF Professional 3.7 (Evaluation),MIRAGEDOMAIN\Users,users-win7,CutePDF 

Professional 3.7 (Evaluation),,,Native,Windows 7 (x64)

MIRAGEDOMAIN\Users||FileZilla Client 3.9.0.6,MIRAGEDOMAIN\Users,users-win7,FileZilla Client 

3.9.0.6,,,Native,Windows 7 (x64)

n 检索连接和分离故障的详细信息

下面的脚本检索连接和分离故障的详细信息，其中包括涉及 AppStack 的故障。

n 用法：

usage: fetch_volume_failures.py [-h] [-t SEARCH_DURATION] [-u SEARCH_USER]

                                [-d SEARCH_DOMAIN] [-s PAGE_SIZE]

                                [-c | -v | -o CSV_PATH]

                                login_host login_domain login_user

                                login_password

 

positional arguments:

  login_host            Login host url in format hostname<:port>

  login_domain          Login user domain

  login_user            Login user name

  login_password        Login user password

 

optional arguments:

  -h, --help            show this help message and exit

  -t SEARCH_DURATION, --time SEARCH_DURATION

                        Last1Hour, Last12Hour, Last24Hour, Last72Hour, All

  -u SEARCH_USER, --user SEARCH_USER

                        Search user name

  -d SEARCH_DOMAIN, --domain SEARCH_DOMAIN

                        Search domain name

  -s PAGE_SIZE, --size PAGE_SIZE

                        Size of each page of the results

  -c, --concise         Print results in concise view

  -v, --verbose         Print results in itemed view

  -o CSV_PATH, --output CSV_PATH

                        Output to csv file in given path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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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脚本格式：

python fetch_volume_failures.py <IP/FQDN> <domain> <username> '<password>'

n 代码示例：

python fetch_volume_failures.py 10.111.24.65 falcon administrator '<password>' # output as 

volume_failures.csv for last 1 hour

python fetch_volume_failures.py 10.111.24.65 falcon administrator '<password>' -v # show results 

of last 1 hour in screen

python fetch_volume_failures.py 10.111.24.65 falcon administrator '<password>' -t Last24Hour # 

show last 24 hour result

python fetch_volume_failures.py 10.111.24.65 falcon administrator '<password>' -t All -u hez -d 

vmwarem # show all results of hez@vmwarem for last 1 hour

每个故障记录包含以下信息：

n 时间戳

n 是否可写？- 指示这是可写卷 (Y) 还是 AppStack (N)。

注意   可写卷是一项测试版功能。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 VMware 代表。

n 连接/分离 - 指示这是连接故障还是分离故障。

n 用户/域 - 发生故障的用户名和域。

n 文件位置 - 文件位置。格式为 <datacenter>/<node>/<vcenter>/<datastore>/<vmdk path>

n 虚拟机位置 - 文件位置。格式为 <datacenter>/<node>/<vcenter>/<vm name>

在发现连接/分离故障时，建议您检查以下内容：

n 用户是相应组的成员吗？

n 是否在桌面上安装了代理并且是 新的？

您还可以记录故障信息以添加到支持请求中。

注意   您还会在用户界面中看到通知，其中包含这些故障的基本信息（即，故障数和受影响的用户数）。

有关通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通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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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像 8
映像是用来创建分配的模式。

关于映像

映像基于模板虚拟机创建，您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用户的需求对模板虚拟机进行配置。您可以：

n 接收 VMware 预先封装的映像。

n 使用从 VMware 获取的模板创建映像。

n 使用您自己的模板创建映像。

映像类型

有两种类型的映像，如下所示。

映像类型 说明

即时克隆 这种映像类型使用 VMware 的 NGVC 技术即时为分配创建虚拟机。

传统克隆 这种专有映像类型会在创建分配时进行完整映像克隆

映像类型在首次创建映像时进行选择。

“映像”页面

要查看当前位于您系统中的映像，请选择清单 > 映像以显示“映像”页面。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管理映像

n 创建映像

n 更新映像的代理软件

n 构建您自己的模板

管理映像
“映像”页面中列出了当前系统中的所有映像。下面描述了您可以在此页面上执行的操作。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对映像执行操作。

n 选中列表中的映像所对应的复选框，然后使用页面顶部的按钮和菜单选项（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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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单击映像以查看映像详细信息页面，然后使用该页面顶部的按钮和菜单选项。映像详细信息页面中仅提

供了下面的部分选项，并且这些选项的显示顺序也有所不同。

映像详细信息页面中还含有用于执行回滚或删除备份的选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下面的“立即备份”。

您可以使用“映像”页面顶部的按钮执行以下操作。

按钮 说明

新建 开始映像创建过程。请参阅创建映像。

重命名 重命名所选的映像。

复制 [仅限即时克隆映像] 创建所选映像的副本。

更新代理 更新所选映像的代理。请参阅更新映像的代理软件。

您可以通过单击“映像”页面顶部的“. . .”按钮，并从下拉菜单中选择相应选项来执行以下操作。

选项 说明

立即备份 [仅限传统克隆映像] 创建所选映像的备份。

n 创建并命名备份后，该备份会显示在映像详细信息页面中的“备份”下。

n 在映像详细信息页面中显示的每个备份旁边，提供有用于回滚到该备份或将其从系统中删除的

选项。

注意   如果之前在映像详细信息页面中列出的某个备份现在没有显示出来，而且您也没有将其删除，

请联系您的 VMware 代表来解决此问题。

删除 永久性删除所选的映像。

发布 发布所选的映像。

使脱机 使所选映像脱机。映像无法用来创建新分配，也无法用来为现有分配置备新桌面或服务器。使映像

脱机后，必须重新发布该映像，才能使其用于分配。

转换为桌面 将所选的映像转换为桌面。

分配映像 [仅限即时克隆映像] 使用所选映像将更新推送到专用桌面和浮动桌面分配。从列表中选择分配，然

后单击确定以推送更新。

启动控制台 为与所选映像关联的虚拟机启动控制台。如果虚拟机已关闭电源，或者选择了多个映像，此选项会

被禁用。

推送更新 使用所选映像将更新推送到分配。

n 桌面映像 - 单击推送更新，从列表中选择分配，然后单击确定以推送更新。

注意   在将更新推送到现有分配之前，建议您先创建一个测试分配，然后将更新推送到该分配，

以便确认所有功能均可按预期运行。

n RDS 映像

n 如果您使用“更新代理软件”功能更新了映像，请单击推送更新，从列表中选择场，然后

单击确定以推送更新。

n 如果您更新了映像，但未使用“更新代理软件”功能，则不需要执行任何操作。在重新发

布更新的映像时，会自动推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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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下载启动文件 下载加密的启动文件，以便您将其部署到映像。

系统将提示您输入一个由 8 至 20 个 ASCII 字符组成的密码，其中至少要包含一个小写字母、一个

大写字母、一个数字和一个符号 (! @#$%^&*)。请勿在密码中使用非 ASCII 字符。

刷新密码 创建一个用于启动映像的新默认密码。

如果您在下载了启动文件之后，但在使用 Keytool 应用启动文件之前执行此操作，则生成的代理将

无法配对。因此，建议您在刷新密码之后再次下载启动文件。

更新即时克隆映像

您可以更新即时克隆映像和基于该映像的分配。

与可在发布后更新的传统克隆映像不同（脱机、更改和重新发布），必须复制即时克隆映像，并针对相关分

配更新和添加新映像。

步骤

1 从菜单中选择清单 > 映像以打开“映像”页面。

2 选中该映像的复选框，单击“...”按钮，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复制。

系统会创建映像的副本。

注意   此过程可能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因此请做好相应的计划。

3 对副本映像进行必要的更改，然后发布该映像。

4 新映像发布后，编辑每个基于原始映像的分配，以便它们改用副本映像。请参阅编辑分配。

在用户注销其会话时，将使用新映像同步每个分配中的虚拟机。

5 [可选] 删除原始映像，方法是在“映像”页面中选择该原始映像，单击“...”按钮，并从下拉菜单中选

择删除。

在桌面管理器之间自动同步映像

如果您在同一数据中心内将多个桌面管理器注册到一个租户，则“映像同步”选项可以在这些桌面管理器之

间自动同步映像。

默认情况下，“映像同步”处于禁用状态，可由您的 VMware 代表为每个租户启用/禁用该功能。

如果启用“映像同步”，该功能可自动执行以下操作。

n 在桌面管理器之间复制新映像，以便您无需手动克隆和导入映像。

n 在桌面管理器之间同步对映像所做的更改，以便您无需在所有副本中都进行更改。

请注意以下事项：

n 您在启用“映像同步”之前创建的映像将不会自动同步。要同步这些映像，您将需要使它们脱机，然后

重新发布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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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如果您同步了映像，之后禁用了该功能，则对于每个已同步的映像，列表中都将显示一个名称与已同步

的映像相似的额外映像。

创建映像
可以在“映像”页面中创建新桌面映像。

注意   此过程需要大约 30 分钟时间。在您开始之前，确保留出足够的时间来完成此过程。

步骤

1 选择清单 > 映像。

此时会显示“映像”页面。

2 单击新建。

此时会显示“新建映像”对话框。

3 在“桌面”字段中，开始键入模板名称的前几个字母。

将显示所有能够转换为映像的桌面。请注意，模板导入大约五分钟后才会显示清单。

4 显示桌面名称时将其选中。

注意   确保在转换之前桌面已开启。

5 确认“代理状态”已更改为“活动”，这表示已执行代理配对。此更改应在大约 30 秒内发生。

注意   为确保代理配对成功，您必须安装 新的代理。如果您使用旧版代理，要完成代理配对，请确保

手动配置并引导 DaaS 代理。

6 对于即时克隆，请选择是以创建即时克隆映像，或者选择否以创建传统克隆映像。有关映像类型的信息，

请参阅第 8 章映像。

选项 说明

即时克隆 这种映像类型使用 VMware 的 NGVC 技术即时为分配创建虚拟机。

注意   即时克隆分配不支持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因此您不应从 Windows
Server 模板虚拟机创建即时克隆映像。尽管可使用已安装的即时克隆代理创建映像，

并且可通过该映像来置备桌面，但用户将无法成功启动此类桌面。

传统克隆 这种专有映像类型会在创建分配时进行完整映像克隆。

 
7 按照以下说明输入所需信息。

您在上一步中选择的映像类型会影响所显示的字段。

选项 说明

映像名称 新映像的名称

域 [仅限即时克隆]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域

公司名称 您的公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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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时区 您所在的时区

用户名 所需桌面域的管理员用户

注意   只有在您的 VMware 代表已启用映像同步功能时，才会为即时克隆映像显示

该字段。

密码/验证密码 管理员用户的密码。

注意   只有在您的 VMware 代表已启用映像同步功能时，才会为即时克隆映像显示

该字段。

 
8 单击发布。

发布过程需要大约 40 分钟才能完成。如果成功，“映像”任务会显示“完成”。

注意   请勿将虚拟机还原为在执行启动过程之前拍摄的快照。如果已启动代理，这将会使代理无法按预

期通信。

9 如果发布操作失败：

a 选择监视器 > 活动，然后找到失败的作业。

b 更正导致失败的问题。

c 选择清单 > 映像，然后选中映像旁边的复选框。

d 单击 ...，然后选择转换为桌面。

e 重复以上步骤以重新发布映像。

更新映像的代理软件
使用代理更新功能更新映像的代理软件并将更新推送到分配。

通过使用代理更新功能，可以在单个操作中自动更新某个映像中的所有代理。

n 系统定期与 VMware CDS 软件分发网络联系，并将代理更新自动下载到在本地计算机上设置的文件共

享中。然后，这些更新文件将自动导入到系统中以供映像使用。

n 将在“映像”页面上指示更新是否可用，您可以在其中将这些更新应用于映像。

n 您的 VMware 代表可以根据您的要求调整新代理扫描间隔以及在租户启动后的扫描等待时间。

前提条件

n 您必须已创建代理文件共享并将其添加到 Horizon Cloud。这意味着，在创建文件共享时，您选择“代

理”以作为文件共享类型。代理文件共享仅用于导入代理更新文件。请参阅管理文件共享。

n 要执行 DaaS 代理更新，映像必须已具有 DaaS 代理 16.6.0.4408091 或更高版本。

n 要执行 Horizon Agent 更新，映像必须已具有 Horizon Agent 7.0.3.4612900 或更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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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单击清单 > 映像。

此时会显示“映像”页面，并且有代理更新可用的任何分配名称旁边有一个蓝点。

n 如果将鼠标悬停在蓝点上，将显示一个弹出窗口以指示可用于该映像的代理更新。

n 默认情况下，系统选择每个代理的 新版本，但您可以打开每个下拉列表以查看所有可用的版本。

2 选中映像旁边的复选框。您一次只能更新一个映像的代理。

3 单击更新代理。

此时会显示“代理更新”对话框。

4 在“软件”选项卡上，选择要更新的代理，然后单击下一步。

5 在“协议”选项卡上，选择您希望接受的每项协议对应的同意单选按钮，然后单击下一步。系统将跳过

您未接受协议的任何项目的更新。

6 （可选）在“命令行”选项卡上，添加任何命令行选项。有关命令行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相关代理

的文档。

注意   DaaS Agent 当前没有可用的命令行选项。

7 单击完成。

n 此时会在页面顶部显示一条消息，说明更新已开始。

n 系统将创建映像的克隆并更新克隆映像中的代理。

请注意以下事项：

n 桌面分批进行更新，每次更新的桌面数量不能超过 30 个。如果分配具有 30 个或更少的桌面，将统

一更新分配中的所有桌面。您的 VMware 代表可以根据您的要求调整批次的大小。

n 如果桌面有活动会话，用户会在更新开始前五分钟收到警告。

n 如果用户尝试登录正在更新的桌面，登录会失败，用户会收到一条消息，说明桌面不可用。

您可以通过选择监视器 > 活动来查看更新任务的进度。任务说明会指出正在更新的代理以及正在执行更

新的分配。如果任务在 24 小时内未成功，更新将会失败。

8 基于克隆映像推送更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管理映像。

9 （可选）删除原始映像，并使用原始映像名称重新命名克隆映像。

构建您自己的模板
在创建映像之前，您必须先准备桌面模板。

构建模板的过程包括以下操作：

n 安装和配置代理

n 设置到桌面虚拟机的直接连接（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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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优化显示（可选）

安装和配置代理

请务必按照正确的顺序在模板虚拟机上安装和配置代理。

在开始安装代理之前，请执行准备模板虚拟机以安装代理中所述的任务。

准备模板虚拟机以安装代理

在安装连接到桌面所需的代理软件之前，请完成以下安装前步骤。

步骤

1 卸载与所有其他协议相关的所有软件组件。

重要信息：您必须卸载与所有其他协议（例如，HDX、RGS）相关的所有软件组件。如果未卸载这些其

他协议组件，您的模板将会损坏，而无法再成功引导到 Windows。该警告不适用于 RDP；具有 RDP 组
件不会导致出现问题。

2 更新 VMware Tools。

3 确保任何其他软件未使用端口 443，或者使用非标准端口。

4 确保打开以下端口以传输 TCP 和/或 UDP 流量均，如下所示：

端口 源 目标 TCP UDP

4172 (PCoIP) Access Point 虚拟机 P P

443（View 通信） 租户设备 虚拟机 P

32111 (PCoIP) Access Point 虚拟机 P

22443 (HTML Access) Access Point 虚拟机 P

443 (HTML Access) Access Point 模板虚拟机/虚拟机 P

8443 (HTML Access) Access Point 虚拟机 P

4172 (PCoIP) Access Point 虚拟机 P P

80（重定向到 443） Access Point 模板虚拟机/虚拟机 P

下一步

安装 Horizon Agent。请参阅安装 Horizon Agent。

安装 Horizon Agent
在完成准备步骤后，您可以在模板虚拟机上安装 Horizon Agent。

在安装 Horizon Agent 时，共有三种可能的方案：

n 在桌面（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8.1、Windows 10）上安装

n 在服务器（Windows Server 2008 R2、Windows Server 2012 R2）上安装为个人桌面（非 RD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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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在服务器（Windows Server 2008 R2、Windows Server 2012 R2）上安装为 RDSH 角色

注意   如果未安装 新版本的 Horizon Agent，这可能会导致在创建 RDS 池时出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在

创建新的 RDS 池时，系统可能允许您选择 HTML Access (Blast) 以作为协议，但不会将选择的该协议应用

于池，即使似乎已成功应用该协议。

在 Windows 桌面上安装 Horizon Agent

您可以在 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8.1 或 Windows 10 桌面上安装 Horizon Agent。

步骤

1 从 Myvmware 下载站点中下载 新的 Horizon Agent。请注意，32 位和 64 位操作系统具有单独的下载

文件。

2 双击 Horizon Agent 安装文件（对于 64 位安装程序，文件名为 VMware-viewagent-x86_64-x.y.z-
nnnnnnn.exe）。

3 使用以下选项执行自定义安装：

n 取消选择“VMware Horizon View Composer Agent”。

n 选择“VMware Horizon Instant Clone Agent”。

n 选择“vRealize Operations Desktop Agent”。

4 在出现提示时，重新启动虚拟机。

下一步

n 为了提高有关使用 Horizon Agent 的安全性，请在 SSL 和 TLS 中禁用弱密码，这需要编辑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的组策略对象 (Group Policy Object, GPO)。有关在 SSL/TLS 中禁用弱密码的信息，请参阅相应

的 Horizon Agent 文档，例如，VMware Horizon 7 文档集。

n 安装 DaaS 代理

在 Windows Server 上安装 Horizon Agent 以作为个人桌面（非 RDSH）

您可以在 Windows Server 2008 R2 或 2012 R2 上安装 Horizon Agent 以作为个人桌面。

步骤

1 从 VMware 网站 (https://my.vmware.com) 中下载 新的 Horizon Agent。请注意，32 位和 64 位操作系

统具有单独的下载文件。

2 双击 Horizon Agent 安装文件（对于 64 位安装程序，文件名为 VMware-viewagent-x86_64-x.y.z-
nnnnnnn.exe）。

3 选择在桌面模式下安装 Horizon Agent 的选项。

4 使用以下选项执行自定义安装：

n 取消选择“VMware Horizon View Composer Agent”。

n 选择“vRealize Operations Desktop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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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出现提示时，重新启动虚拟机。

下一步

n 为了提高有关使用 Horizon Agent 的安全性，请在 SSL 和 TLS 中禁用弱密码，这需要编辑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的组策略对象 (Group Policy Object, GPO)。有关在 SSL/TLS 中禁用弱密码的信息，请参阅相应

的 Horizon Agent 文档，例如，VMware Horizon 7 文档集。

n 安装 DaaS 代理

在 Windows Server 上安装 Horizon Agent 以作为 RDSH 角色

您可以在 Windows Server 2008 R2、2012 R2 或 2016 上安装 Horizon Agent 以作为 RDSH 角色。

注意   要在该方案中安装 Horizon Agent，您必须运行命令行安装，而不能使用默认“双击”GUI。

步骤

1 添加远程桌面服务角色。

a 选择开始 > 管理工具 > 服务器管理器以打开服务器管理器。

b 选择角色，然后在右窗格中选择添加角色。

此时将显示“添加角色向导”窗口的“开始之前”页面。

c 单击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选择服务器角色”页面。

d 选中“远程桌面服务”的复选框，然后单击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远程桌面服务”页面。

e 单击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选择角色服务”页面。

f 选中“远程桌面会话主机”复选框，然后单击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卸载和重新安装应用程序以实现兼容”页面。

g 单击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指定远程桌面会话主机的身份验证方法”页面。

h 选择相应的身份验证级别，然后单击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指定许可模式”页面。

i 指定许可模式，然后单击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选择允许访问此 RD 会话主机服务器的用户组”页面。

j 添加您的用户或用户组，然后单击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配置客户端体验”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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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进行所需的设置，然后单击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确认安装选择”页面。

l 确认您的选择。如果发生错误，请单击上一步返回到之前的步骤，并更改相应设置。单击安装。

此时将显示“安装进度”页面。安装需要几分钟才能完成。此时将显示“安装结果”页面，并且要

求重新启动。

m 单击关闭。

此时会显示一个对话框，要求确认重新启动。

n 单击是以重新启动服务器。

o 当服务器重新恢复后，再次登录。

此时将显示“恢复配置”页面。恢复配置需要花几秒钟时间。此时将显示“安装结果”页面。

p 单击关闭以完成安装。

此时将显示“服务器管理器”窗口。

q 单击角色，确认已安装远程桌面服务角色。

2 从 VMware 网站 (https://my.vmware.com) 中下载 新的 Horizon Agent。请注意，32 位和 64 位操作系

统具有单独的下载文件。

3 以管理员用户身份在命令行中运行以下命令：VMware-viewagent-x86_64-x.y.z-nnnnnnn.exe /v

"VDM_SKIP_BROKER_REGISTRATION=1"

4 使用以下选项执行自定义安装：

u 选择“vRealize Operations Desktop Agent”。

5 在出现提示时，重新启动虚拟机。

下一步

n 为了提高有关使用 Horizon Agent 的安全性，请在 SSL 和 TLS 中禁用弱密码，这需要编辑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的组策略对象 (Group Policy Object, GPO)。有关在 SSL/TLS 中禁用弱密码的信息，请参阅相应

的 Horizon Agent 文档，例如，VMware Horizon 7 文档集。

n 安装 DaaS 代理

安装 DaaS 代理

在安装 Horizon Agent 后，请安装 DaaS 代理。

注意   现在已不再需要进行旧版 DaaS 代理所需的手动配置。

步骤

1 从 Myvmware.com 下载站点中下载 新的 DaaS 代理安装程序文件。

2 在模板虚拟机上运行该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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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安装 App Volumes Agent

安装 App Volumes Agent
在安装 Horizon Agent 后，您可以安装 App Volumes Agent。

步骤

1 从 Myvmware.com 下载站点中下载 新的 App Volumes Unified Agent 安装程序文件。

2 在模板虚拟机上运行该安装程序。

3 在安装期间，取消选择 localhost 并指定主租户 IP 地址和端口 3443（例如：192.168.12.12:3443）。

4 编辑注册表以配置和添加辅助租户设备的 IP 地址以实现高可用性：

a 运行 regedit 并导航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svservice\Parameters。

b 添加一个名为“Manager2”且值为 <TA2 IP Address>:3443（例如：192.168.12.12:3443）的字符

串值。

配置 VMware Horizon 智能策略

Horizon Cloud 环境支持使用 VMware Horizon 智能策略控制 终用户的虚拟桌面。这些智能策略可对虚拟

桌面上各种功能（如 USB 重定向、虚拟打印、剪贴板重定向、客户端驱动器重定向，以及 PCoIP 显示协议

功能）的行为提供策略驱动的控制。使用这些智能策略，可以创建仅在满足特定条件时才会生效的策略。例

如，可以配置这样一个策略：当用户从企业网络外部连接到远程桌面时，禁用客户端驱动器重定向功能。

有关 VMware Horizon 智能策略的详细描述及使用说明，请参阅 VMware Horizon 文档中的使用智能策略，

或标题为在 Horizon 7 中配置远程桌面功能的 VMware Horizon 文档中的 VMware Horizon 智能策略信息。

这些智能策略要求使用 User Environment Manager 软件和 App Volumes Unified Agent Installer 软件来安装

所需的代理。您可以从 VMware 下载页面下载该软件。获取版本 User Environment Manager 9.1 或更高版

本。有关 User Environment Manager 系统要求和完整的安装说明，请参阅 User Environment Manager 产
品文档。有关在您的环境中使用 User Environment Manager 和 App Volumes 的详细信息和 佳实践，请参

阅 vmware.com/cn 上标题为使用 Horizon Cloud 应用程序交付 VMware App Volumes 的 佳实践和操作流

程的文档。

按照上述文档中的说明完成 User Environment Manager 及其管理控制台的安装和配置后，若要在您的主虚

拟机 (Virtual Machine, VM) 上配置智能策略，您需要在该主虚拟机上执行以下步骤。

n 如果尚未完成，请按照安装 App Volumes Agent 中的说明，运行 App Volumes Unified Agent Installer。
User Environment Manager 代理将在该过程中安装在虚拟机上。User Environment Manager FlexEngine
客户端将随该代理组件一起安装。

n 使用 User Environment Manager 管理控制台定义 VMware Horizon 智能策略。

有关您可在 User Environment Manager 中选择的 VMware Horizon 智能策略设置的描述，请参阅

VMware Horizon 7 文档中的 Horizon 智能策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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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按照 VMware Horizon 文档中为 Horizon 智能策略定义添加条件的说明，添加策略生效需满足的条件。

有关使用 Horizon 智能策略的示例，请参阅 vmware.com/cn 上的 VMware Horizon 7 中的 View 审阅者指

南：智能策略文档。

为 Horizon 智能策略定义添加条件描述了如何在智能策略中使用 Horizon Client 属性条件。预定义的 Horizon
Client 属性对应于 ViewClient_ 注册表项。并非所有在 Horizon 7 中使用的预定义属性都适用于 Horizon
Cloud 环境。不适用的属性包括：

n ViewClient_Broker_Pool_Tags

n ViewClient_Broker_Tags

n ViewClient_Launch_Matched_Tags

n ViewClient_Broker_DNS_Name

在使用 Unified Access Gateway 配置的 Horizon Cloud 环境中，代理默认将以下与网关有关的属性设置为如

下这些值︰

n 如果您的 Unified Access Gateway 位于环境外部，则将 ViewClient_Broker_GatewayLocation 属性

设置为 External，将 ViewClient_Broker_GatewayType 属性设置为 AP。

n 如果您的 Unified Access Gateway 位于环境内部，则根据内部网络列表设置

ViewClient_Broker_GatewayLocation 属性，并将 ViewClient_Broker_GatewayType 属性设置为

AP。

注意   内部网络列表由您的服务提供商创建，并显示在“常规设置”页面上。

佳实践是将 Unified Access Gateway 与您的 Horizon Cloud 结合使用。但是，如果您没有 Unified Access
Gateway，则代理根据内部网络列表设置 ViewClient_Broker_GatewayLocation，并将

ViewClient_Broker_GatewayType 属性设置为 None。

配置管理员对桌面的直接访问权限

现在，管理员可以使用他们的域帐户连接到桌面，而不必拥有本地管理员访问权限。

为了实现此操作，将在 DaaS Agent 安装期间创建一个新的“DaaS 直接连接用户”组。此组没有本地管理

权限，但是可以通过技术支持控制台或使用直接 RDP 连接方式连接到桌面。

可通过以下两种方法将用户添加到“DaaS 直接连接用户”组：

n 更新映像。

n 对租户设备使用 GPO 策略。

注意   该过程与模板虚拟机配置过程分开完成，而且可以在任何时候执行。

要通过更新映像来添加成员，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将映像虚拟机加入域，然后重新启动该虚拟机。

2 将域用户添加到“DaaS 直接连接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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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布映像并置备桌面。现在，使用该映像创建的所有桌面都将具有组成员详细信息。

要在租户设备上使用 GPO 策略添加成员，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新 GPO。

2 右键单击该 GPO 并选择编辑。

3 在组策略管理编辑器中，导航到计算机配置 > 策略 > Windows 设置 > 安全设置 > 受限制的组。

4 右键单击受限制的组并选择添加组。

5 在“添加组”对话框中，输入“DaaS 直接连接用户”并单击确定。

6 在属性对话框中，在“这个组的成员”文本框中输入成员，单击添加，然后单击确定。

7 关闭组策略管理编辑器和组策略管理控制台。

8 将新创建的 GPO 链接到域。

优化显示内容

可以执行下面链接的任务以优化模板虚拟机上的显示内容。

添加 PCoIP 组策略设置

您可以将 PCoIP 组策略设置添加到本地计算机策略环境中。

要配置组策略，您必须先将 .adm 模板文件添加到该虚拟机上的本地计算机策略配置中。

步骤

1 在模板虚拟机上，单击开始 > 运行。

2 键入 gpedit.msc，然后单击确定。

将打开本地组策略编辑器控制台。

3 确认您可以从该虚拟机连接到 View 连接服务器。

4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本地计算机策略 > 计算机配置。

5 右键单击管理模板。

注意   不要在“用户配置”下面选择“管理模板”。

6 选择添加/删除模板。

7 在“添加/删除模板”对话框中，单击添加。

8 从 salesforce.com 上的 Horizon DaaS 库中下载 pcoip_policies.adm 文件。

9 单击打开。

10 关闭“添加/删除模板”窗口。

PCoIP 组策略设置将添加到桌面系统上的本地计算机策略环境中，并且可以配置这些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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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HTML Access (Blast) 组策略设置

您可以将 HTML Access (Blast) 组策略设置添加到本地计算机策略环境中。

步骤

1 从 VMware Horizon 下载站点中下载 View GPO 包 .zip 文件。

该文件的名称为 VMware-Horizon-View-Extras-Bundle-x.x.x-yyyyyyy.zip，其中 x.x.x 是版本，而 yyyyyyy
是内部版本号。在该文件中包含为 View 提供组策略设置的所有 ADM 和 ADMX 文件。

2 将该文件复制到您的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并解压缩该文件。

HTML Access GPO 包含在 Blast-enUS.adm ADM 模板文件中。

3 在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上，编辑 GPO。

选项 说明

Windows 2008 或 2012 a 选择开始 > 管理工具 > 组策略管理。

b 展开您的域，右键单击为组策略设置创建的 GPO，然后选择“编辑”。

Windows 2003 a 选择开始 > 所有程序 > 管理工具 >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和计算机。

b 右键单击包含您的 View 桌面的 OU，然后选择属性。

c 在“组策略”选项卡上，单击打开以打开组策略管理插件。

d 在右侧窗格中，右键单击为组策略设置创建的 GPO，然后选择编辑。

 
将显示“组策略对象编辑器”窗口。

4 在组策略对象编辑器中，右键单击“计算机配置”下面的管理模板，然后选择添加/删除模板。

5 单击添加，浏览到 Blast-enUS.adm 文件，然后单击打开。

6 单击关闭以将 ADM 模板文件中的策略设置应用于该 GPO。

将在左侧窗格中的“管理模板”>“经典管理模板”下面显示 VMware Blast 文件夹。

7 配置 HTML Access 组策略设置。

8 确保将您的策略设置应用于远程桌面。

a 在桌面上运行 gpupdate.exe 命令。

b 重新启动桌面。

为显示配置策略设置

您可以配置策略设置以优化模板虚拟机上的显示内容。

在 Overrideablepolicy 组中指定以下设置。

步骤

1 选中相应的复选框以启用“禁用无损图像生成功能”。

2 启用“配置 PCoIP 图像质量等级”

n 将 小图像质量设置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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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将 大图像质量设置为 70。

n 将 大帧速率设置为 16。

启用 3D 图形

您可以为每个分配分别启用 3D 图形。

3D 图形支持是使用 Soft 3D（也称为 vSGA）提供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有关图形加速的 VMware 白皮

书的第 3-4 页）。要使用 3D 图形功能，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n 虚拟硬件版本必须为 8 或更高。

n 桌面必须具有 Windows Aero 主题。

n 服务器必须安装了相应的硬件。

注意   在使用该功能配置桌面时，请参阅 新的 PCoIP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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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 Cloud 中的场 9
场是向多个用户提供基于会话的桌面和应用程序的 Microsoft 远程桌面服务 (Remote Desktop Service, RDS)
主机集合。场可以简化对 RDS 主机的管理。您可以创建场来为不同规模或者具有不同桌面或应用程序要求

的用户群提供服务。

您必须先创建场来为基于会话的桌面和远程应用程序提供服务，然后才能将这些桌面或应用程序分配给 终

用户。场可以提供基于会话的桌面或远程应用程序。

使用管理控制台中的“场”页面可以管理场。您可以使用“清单”图标导航到“场”页面。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创建场

n 管理 Horizon Cloud 中的场

创建场
您可以使用“场”页面创建场。

注意   启用了 RDS 的可分配映像也称为 RDS 主机或 RDSH（远程桌面服务主机）映像。

前提条件

确认“映像”页面上至少列出了一个可分配的映像，该映像具有启用了 RDS 的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

并且该映像位于您要在其中创建场的节点中。您无法在没有可分配映像的节点中创建场。

确定此场是为基于会话的桌面提供服务，还是为远程应用程序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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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在管理控制台中，导航到清单 > 场。

 

 
2 单击新建。

此时会打开“新建场”向导。

3 在向导的“定义”步骤中，填写各个字段，做出相应的选择，然后单击下一步。

注意   您可能需要使用滚动条来查看所有必填字段。

选项 描述

名称 输入此场的名称。

描述 输入可选描述。

场类型 指定此场将向 终用户提供的资产类型：

n 选择桌面将使用此场提供基于会话的桌面。

n 选择应用程序将使用此场提供对远程应用程序的访问。创建应用程序场后，您

可以使用“新建应用程序”工作流的自动从场中扫描选项，将场的服务器中的

应用程序导入到应用程序清单。

容器 仅当为数据中心配置了多个容器时才显示此选项。

容器中包含用于分配的特定可分配映像和服务器模型容量。您只能从同一容器中的

映像创建分配。

映像 选择可分配的 RDSH 映像。

首选协议 选择您希望 终用户会话使用的默认显示协议。

有时可能会出现需要使用其他协议（而非默认协议）的情况。例如，客户端设备不

支持默认协议，或者 终用户覆盖选择的默认协议。

首选客户端类型 选择 终用户从 Workspace™ ONE™ 平台的门户中启动其基于会话的桌面时使用的

首选客户端类型：Horizon Client 或适用于 HTML Access 的浏览器。

域 选择在您的环境中注册的 Active Directory 域。

加入域 选择是，这样在创建场中的服务器实例后它们会自动加入域。

服务器 指定您希望在此场中部署的服务器数量。

每服务器的会话数 指定此场将允许每个服务器具有的并发 终用户会话数量。

重要事项   在此版本中，创建场后无法更新此数量。因此，您必须谨慎选择在此处

选择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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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配置高级属性。

选项 说明

虚拟机名称 为此场创建的所有服务器虚拟机的名称，此名称后面将附加一个编号，例如，

win2016-1、win2016-2，等等。此名称必须以字母开头，并且只能包含字母、短划

线和数字。

计算机 OU 要将服务器虚拟机放置到的 Active Directory 组织单位。例如，

OU=RootOrgName,DC=DomainComponent,DC=eng，等等。各个条目之间必须以逗

号分隔，并且不能有空格。

如果您需要使用嵌套的组织单位，请参阅使用嵌套的组织单位

运行一次的脚本 （可选）要在系统准备完成后运行的脚本所在的位置。

会话超时间隔 这是系统强制从由此场提供服务的基于会话的桌面或应用程序注销前， 终用户会

话可处于空闲状态的时间长度。此超时适用于与基础 Windows 操作系统进行的已登

录会话。此超时间隔与用于控制 终用户的 Horizon Client 或 HTML Access 已登录

会话的超时设置是相互独立的。

小心   当系统强制在基础 Windows 操作系统会话中注销时，任何未保存的数据均会

丢失。为防止意外数据丢失，请将此间隔设置为足够长，以便满足 终用户的业务

需求。

注意   如果在到达超时间隔之前用户没有活动，并且在之后的 30 秒内未单击确定，

就会显示一条消息，指示将注销该用户。如果注销用户，则任何未保存的用户数据

（例如，文档或文件）均会丢失。

启用 Windows 热插拔 （可选）保留默认设置否可防止 终用户在其虚拟桌面中动态添加或移除外部设备，

例如，CD/DVD 驱动器、以太网适配器及相似类型的设备。

小心   如果将此选项开关设置为是，则当用户错误地动态移除网卡 (NIC) 或其他运

行组件时，便会导致用户意外地干扰虚拟桌面连接。尽管您可能会在特殊情况下选

择启用此设置（例如为了支持在虚拟桌面中使用拇指驱动器），但请注意，此设置

是为生成的桌面中的所有此类即插即用设备启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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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向导的“管理”步骤中，填写各个字段，做出相应的选择，然后单击下一步。

选项 说明

滚动维护 选择维护类型：按时间频率（计划）或基于与此场中的服务器进行的用户会话数（会

话）。

如果选择计划，则需要配置维护频率：每天或每周。如果选择每天重复一次，则需

要指定具体什么时间开始维护。如果选择每周重复一次，则需要指定在一周中的哪

天以及具体什么时间开始维护。

如果选择会话，则需要指定场应该在达到多少会话数时开始滚动维护。

注意   为了进行滚动维护计算，在 15 分钟内注销的会话不计入其中，以避免根据较

短时间运行的会话计数重新启动或重建服务器。

在并发静默服务器数字段中，指定可以同时处于静默状态的服务器数量。当服务器

处于静默状态时，服务器将继续正常运行已连接到该服务器的用户会话，但不接受

任何新用户连接。

服务器操作 选择系统应该对正在维护的服务器执行的操作。

n 如果选择重新启动，则会重新启动服务器虚拟机。

n 如果选择重建，则会先删除服务器虚拟机，然后再从其 RDS 桌面映像重新置备。

超时处理 配置您希望系统如何处理特定类型的用户会话。

注意   受这些设置控制的用户会话是对 RDS 会话桌面或应用程序的 Windows 操作

系统会话进行的用户登录。这些会话不是对 Horizon Client、Horizon HTML Access
或 Workspace ONE 进行的用户登录。

当用户对由此场中的服务器提供服务的基于会话的桌面或远程应用程序的基础

Windows 操作系统进行身份验证时，用户的会话即已开始。

n 空会话超时 - 对于应用程序场，请选择系统应该如何处理空闲用户会话：使空闲

会话永不超时，还是在指定的分钟数后超时。空闲超时基于端点设备上的活动，

而不是基于会话的桌面或应用程序上的活动。如果您指定使空闲会话超时，则

需要选择在达到超时期限时触发什么操作：断开会话连接，还是注销用户。如

果断开会话连接，则会断开会话的网络连接，并将其保留在内存中。如果注销

会话，则不会在内存中保留会话，而且任何未保存的文档均会丢失。

n 注销断开的会话 - 选择系统何时将用户从断开的会话中注销。

n 大会话生命周期 - 指定系统应该允许单个用户会话持续的 大分钟数。

 
5 在向导的“摘要”步骤中，查看设置，然后单击提交以开始创建场。

系统会开始创建场。您可以使用“活动”页面监视进度。当“场”页面上场的状态显示为一个绿点时：

n 如果您创建的是桌面场，可使用此场来创建基于会话的桌面分配。

n 如果您创建的是应用程序场，可使用此场将服务器的启用了 RDS 的基础操作系统中的应用程序加载到

您的 Horizon Cloud 应用程序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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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如果您创建的是桌面场，接下来需要按照创建 RDSH 会话桌面分配中描述的步骤，为 终用户创建基于会

话的桌面分配。

如果您创建的是应用程序场，接下来需要扫描该场以将应用程序加载到 Horizon Cloud 中，然后创建应用程

序分配，以便您的 终用户可以使用该场中的远程应用程序。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7 章应用程序、使用“自动从场中扫描”从 RDSH 场导入新应用程序和手动从

RDSH 场添加自定义应用程序。

管理 Horizon Cloud 中的场
您可以对管理控制台的“场”页面中列出的场执行多种操作。

您可以在“场”页面中执行的操作

在页面级别，您可以选中现有场旁边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其中一个按钮对该场执行相关操作。

编辑 单击此按钮可启动一个向导，在该向导中，您可以更改某些设置，例如，场的

电源管理设置、场可以包含的服务器的 小和 大数量等等。该向导类似于

“新建场”向导，只是将那些无法对现有场进行更改的设置显示为只读字段。

有关这些字段的详细描述，请参阅创建场。

或者，您也可以不使用编辑按钮，而是单击场的名称，然后从场的摘要页面更

新设置。

使脱机 单击此按钮可打开一个窗口，在该窗口中，您可以选择使场脱机以进行维护。

使联机 单击此按钮可打开一个窗口，在该窗口中，您可以选择使脱机的场重新联机。

删除 您可以使用此按钮删除选定的场。但是，您必须先删除使用场的任何分配，然

后才能使用此按钮删除该场。您可以通过导航到“分配”页面，并按其场列进

行排序，来查看使用该场的分配。

注意   删除场会同时删除该场的所有基础服务器虚拟机。删除场后，会从“活

动”页面中移除该场的所有已记录活动。

您可以在场的详细页面中执行的操作

在“场”页面中，您可以单击场的名称来查看其详细页面。 先会显示“摘要”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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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页面 “摘要”页面显示场的当前设置。对于该页面中的每个部分，您都可以单击编

辑来更改系统允许对现有场进行更新的那些设置。有些设置在场创建后就不能

更改，例如，其节点。

“服务器”页面 “服务器”页面显示场中的现有服务器实例。您可以对选定服务器执行的操作

包括：打开或关闭其电源（具体取决于服务器的当前状态），以及将其删除。
 

 

“会话”页面 “会话”页面显示场的现有用户会话。选择会话后，您可以断开其连接或将用

户从该会话中注销。单击断开连接时，会强制断开用户会话连接。系统不会向

断开其会话连接的用户发送消息。单击注销时，系统会向用户显示一条消息，

其中包含在会话结束之前用户可以保存文档的宽限期。

“系统活动”页面 “系统活动”页面显示场中由于系统操作而产生的活动，例如，展开场。

“用户活动”页面 “用户活动”页面显示场中由于用户操作而产生的活动，例如，登录和注销由

场提供的会话。

管理场中的服务器

您可以对场中的单个服务器执行特定操作。

步骤

1 单击清单 > 场。

此时会显示“场”页面。

2 单击列表中某个场的名称。

此时会显示场详细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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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页面顶部的服务器。

此时会显示“服务器”选项卡，其中显示了该场的服务器列表。您可以使用页面右上角的控件筛选、刷

新和导出该列表。

您可以通过选择一个或多个服务器，然后单击页面顶部的按钮之一来执行以下操作。

注意   服务器状态必须为绿色才能执行这些操作。

选项 说明

关闭电源 关闭选定服务器的电源。

n 您可以一次选择多个服务器。

n 您只能关闭没有活动用户会话的虚拟机。

打开电源 启动选定的已关闭电源的服务器。

删除 删除选定的服务器。

启动控制台 启动控制台，以便您能够登录到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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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 10
“容量”页面显示当前桌面容量和使用情况信息。

您可以在页面顶部：

n 使用下拉菜单按数据中心和容器筛选显示的信息。

n 通过单击下载完整服务报告链接，以 .csv 格式下载报告。

页面的主要区域包含两部分，如下所述。

区域 说明

桌面模型 显示总标准容量以及用于每个桌面模型的单元数量和可用单元。

存储类型 显示总存储，包括用于不同存储类型的存储容量和可用存储容量。单击“存储 GB”下的箭头

图标，可按单个卷查看细分的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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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的虚拟机 11
导入的虚拟机是具有支持的操作系统的非受管虚拟机，这些虚拟机已导入到 Horizon Cloud 以转换为映像，

或已迁移到专用桌面分配。

您可以使用页面顶部的按钮执行以下操作。

操作 说明

重命名 选择虚拟机，然后单击重命名。在字段中输入新名称，然后单击保存。

注意   要成功执行该操作，必须使用代理配对功能将选定的虚拟机与租户进行配对，并且 DaaS 代
理必须处于活动状态。

关机 关闭虚拟机。

n 您可以一次选择多个虚拟机。

n 虚拟机状态必须为绿色。

n 您只能关闭没有活动用户会话的虚拟机。

重新启动 执行正常虚拟机重新启动，以便恢复挂起的虚拟机而不会丢失数据。如果此按钮不起作用，可能需

要使用“重置”菜单选项，该选项会对虚拟机执行硬重置，这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

n 您可以一次选择多个虚拟机。

n 虚拟机状态必须为绿色。

您可以通过单击“. . .”按钮，并从下拉菜单中进行选择来执行以下操作。

操作 说明

挂起 挂起选定的虚拟机。

继续运行 继续运行选定的虚拟机。

打开电源 打开选定的虚拟机电源。

关闭电源 关闭选定的虚拟机电源。

重置 重置选定的虚拟机。

注销 注销选定的虚拟机。

断开连接 断开连接选定的虚拟机。

转换为映像 将选定的虚拟机转换为映像。

删除 永久删除选定的虚拟机。

迁移到实用程序虚拟机 将虚拟机移动到“实用程序虚拟机”页面。请参阅管理实用程序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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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说明

启动控制台 启动选定桌面的控制台。如果虚拟机已关闭电源，或者选择了多个虚拟机，此选项会被禁用。

迁移到分配 将虚拟机与专用桌面分配相关联。在“迁移虚拟机”对话框中，在“分配名称”字段中选择一个分

配，然后单击迁移。

n 只能将虚拟机迁移到具有相同桌面管理器 ID 的专用桌面分配。

n 必须使用代理配对功能将选定的虚拟机与租户进行配对，并且 DaaS 代理必须处于活动状态。

n 需要使用注册表项“Use SVI=0”。该注册表项在 DaaS 代理 17.1.x 和 View Agent 7.1 中已存

在，但必须为旧代理手动添加该注册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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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12
编辑系统的各种设置。

选择“设置”图标可访问以下选项。

选项 说明

常规设置 显示网络、域等的设置。您可以在此页面中编辑设置并上载证书。

请参阅编辑常规设置。

Active Directory 查看并编辑有关 Active Directory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编辑 Active
Directory 域。

角色和权限 编辑角色和权限。请参阅编辑角色和权限。

基础架构 创建文件共享并对现有文件共享执行各种操作。请参阅管理文件共

享。

存储管理 查看您环境中的 AppStack 列表。请参阅管理存储。

入门 打开“入门”向导。请参阅第 3 章“入门”向导。

实用程序虚拟机 打开“实用程序虚拟机”页面。请参阅管理实用程序虚拟机。

双因素身份验证 为 终用户配置双因素身份验证。请参阅双因素身份验证。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编辑常规设置

n Active Directory

n 编辑角色和权限

n 管理文件共享

n 管理存储

n 管理实用程序虚拟机

n 双因素身份验证

n 身份管理

编辑常规设置
您可以在“常规设置”页面上编辑常规设置和上载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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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设置 > 常规设置。

2 单击编辑。

3 对这些设置进行更改。

选项 说明

网络 “网络”列表显示您当前使用的一组网络。无法编辑该列表。请与您的服务提供商

联系以编辑或添加网络。

默认域 您正在编辑的默认域。

会话超时 n Client 检测信号间隔 - 控制 Horizon Client 检测信号之间的时间间隔以及连接状

态。这些检测信号向代理报告已过去的空闲时间长度。当与端点设备没有交互

时，便会出现空闲时间，与之相对的是桌面会话中的空闲时间。在大型桌面部

署中，将活动检测信号设置为较长的间隔可以减少网络流量，从而提高性能。

n Client 空闲用户 - 在连接到租户的情况下，用户可以处于空闲状态的 长时间。

达到此 长时间后，用户便会与所有活动的 Horizon Client 桌面会话断开连接。

用户必须重新进行身份验证才能再次访问 Horizon Client。

注意   将“Client 空闲用户”超时设置为至少是“Client 检测信号间隔”的两

倍，可以避免意外与桌面断开连接。

n Client 代理会话 - 在身份验证到期之前，Horizon Client 实例可以连接到租户的

长时间。该超时从您每次进行身份验证时开始计算。该超时发生时，您可以

继续工作。如果执行的操作导致与代理进行通信（例如，更改设置），系统将

要求您重新进行身份验证，然后重新登录到桌面。

注意   “Client 代理会话”超时必须至少等于“Client 检测信号间隔”超时和

“Client 空闲用户”超时之和。

n 用户门户超时 - 在尝试代理连接时，您在需要重新登录之前可以在用户门户上停

留多长时间。

用户门户配置 已弃用此功能。

监视 启用用户会话信息 - 此功能允许云监视服务 (CMS) 将用户和域数据用于“报告”页

面上的报告。如果禁用此功能，将不会提供以下各项：

n “利用率”报告的“唯一用户摘要”功能

n “会话历史记录”报告

注意   虚拟机（RDSH 和 VDI）上的代理需要进行出站 Internet 访问，以便它们能

够将数据发送到 Horizon Cloud。

HTML Access 关闭选项卡时清理凭据 - 控制在关闭 HTML Access 门户连接选项卡时，是否删除代

理会话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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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代理配对 对租户设置确定是否允许访问旧版（16.6.0 以前）代理和 16.6.0 代理的策略。选项

如下：

n 15.3 兼容模式 - 允许旧版代理和 16.6.0 代理与桌面管理器进行配对。对于升级

设置，这是默认的设置。

n 16.6 升级模式 - 限制旧版代理，但允许永久性桌面上的未启动的 16.6.0 代理以

及启动的 16.6.0 代理。此模式不限制已使用 15.3.x 代理进行了配对的桌面，除

非重新启动了桌面或代理服务。

n 16.6 模式 - 仅允许对启动的 16.6.0 代理进行配对。此模式不限制已使用 15.3.x
代理或未启动的 16.6.0 代理进行了配对的桌面，除非重新启动了桌面或 DaaS
代理服务。对于全新安装，这是默认的设置。

何时更改该设置：

n 只有在系统中不再具有任何 16.6 以前的代理，但一些专用桌面在升级之前将其

代理升级到 16.6 时，从 15.3 兼容模式更改为 16.6 升级模式。

n 在不再具有与旧版凭据配对的任何 16.6 以前的代理或 16.6 代理时，从 15.3 兼
容模式更改为 16.6 模式。启用 16.6 模式后，只有使用已启动的映像创建的虚

拟机才可正常工作。

RDSH 场 定义 RDSH 场的策略参数。

n 会话生命周期提醒消息 - 此消息提醒用户他们将在指定的宽限期后被注销。

默认消息为“尊敬的用户，您的会话已达到 大生命周期，您将在 {0} 分钟后被

注销 (Dear user, your session has reached the maximum lifetime, you will be
logged off in {0} minutes)”。在用户看到的消息中，“宽限期”字段中指定的

值会替换 {0}。
n 宽限期 - 在出现会话生命周期提醒消息后经过此时间间隔用户即会被注销。

联系信息 管理员和技术支持人员的联系信息。

 
4 单击保存。

Active Directory
本节介绍有关注册和配置 Active Directory 域的步骤。

请注意以下事项：

n 必须先注册您的第一个 Active Directory 域，然后才能使用其他任何服务。在完成这些任务之前，所有

服务均处于锁定状态。

n 在定义用户组或管理员组时，对于 Active Directory 组类型始终选择“安全”，因为通讯组不受支持。

注册您的第一个 Active Directory 域
您必须注册 Active Directory，完成域加入过程并添加超级管理员以完成配置。

注意   必须先完成整个 Active Directory 注册过程，然后才能使用其他任何服务。在完成这些任务之前，所

有服务均处于锁定状态。

注意   在完成域注册后，请勿在组织单位 (OU) 之间移动任何组。这样做将导致用户登录失败。

如果在完成注册之前单击取消，可以随时从“入门”页面单击编辑以继续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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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n 必须将 Active Directory 基础架构同步到准确的时间源。

n 如果您具有外部或林信任关系，则必须注册根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外部信任和林信任。

n 系统将 LDAP 绑定帐户视为超级管理员用户，因此，不应与没有超级管理员特权的任何用户共享该帐

户。例如，如果另一个产品也需要使用 LDAP 绑定帐户，应创建新的 LDAP 帐户以实现该目的，以便具

有新帐户的任何人无法以超级管理员身份登录。

步骤

1 在“入门”页面上，选择常规设置，然后单击“Active Directory”旁边的配置。

2 在“注册 Active Directory”对话框中，提供请求的注册信息。

选项 说明

NETBIOS 名称 Active Directory 域名

DNS 域名 Active Directory 完全限定域名

协议 无法编辑；LDAP 是唯一选项

绑定用户名 域管理员

绑定密码 域管理员密码

 
3 输入辅助帐户 #1 的信息。

选项 说明

绑定用户名 域管理员

绑定密码 域管理员密码

 

注意   用户名和密码必须在 Active Directory 中存在，否则，无法成功添加该帐户。

4 单击高级属性。

5 在“高级属性”字段中输入信息。

选项 说明

端口 该字段的默认值为 389。除非使用的是非标准端口，否则，您不需要修改此字段。

域控制器 IP （可选）如果您希望 AD 流量使用特定域控制器，需指定一个首选域控制器 IP 地址。

上下文 将根据以前提供的 DNS 域名信息自动填充该选项。

 
6 单击域绑定。

注意   如果您看到一条错误，指示您输入的辅助帐户信息无效，则在完成下面的域加入过程后，您将需

要通过编辑“域绑定”信息来添加有效的辅助帐户。请参阅编辑 Active Directory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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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提供域加入信息。

选项 说明

加入用户名 域管理员

加入密码 域管理员密码

主 DNS 服务器 IP 主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辅助 DNS 服务器 IP （可选）辅助 DNS 服务器的 IP

默认 OU 默认组织单位

 
8 单击保存。

9 在“添加超级管理员”对话框中，使用 Active Directory 搜索功能选择 AD 管理员组以管理应用程序。

10 单击保存。

11 如果域绑定或域加入过程失败，您必须重新启动注册流程。

a 重新启动浏览器。

b 首先使用您的 My VMware 帐户登录。

c 使用域服务（绑定）帐户登录名和密码登录 Active Directory 帐户。

d 继续完成域加入过程。

下一步

如果需要，您可以设置 True SSO（单点登录）。请参阅为 Active Directory 域配置 True SSO。

注册其他 Active Directory 域
您可以选择注册其他 Active Directory 域，以便为这些域中的用户分配管理角色或提供分配。

注意   在完成域注册后，请勿在组织单位 (OU) 之间移动任何组。这样做将导致用户登录失败。

如果在完成注册之前单击取消，可以随时从“入门”页面单击编辑以继续注册。

前提条件

n 必须将 Active Directory 基础架构同步到准确的时间源。

n 如果您具有外部或林信任关系，则必须注册根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外部信任和林信任。

n 系统将 LDAP 绑定帐户视为超级管理员用户，因此，不应与没有超级管理员特权的任何用户共享该帐

户。例如，如果另一个产品也需要使用 LDAP 绑定帐户，应创建新的 LDAP 帐户以实现该目的，以便具

有新帐户的任何人无法以超级管理员身份登录。

步骤

1 在管理控制台中，选择设置 > Active Directory。

2 单击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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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注册 Active Directory”对话框中，提供请求的注册信息。

选项 说明

NETBIOS 名称 Active Directory 域名

DNS 域名 Active Directory 完全限定域名

协议 无法编辑；LDAP 是唯一选项

绑定用户名 域管理员

绑定密码 域管理员密码

 
4 输入辅助帐户 #1 的信息。

选项 说明

绑定用户名 域管理员

绑定密码 域管理员密码

 

注意   用户名和密码必须在 Active Directory 中存在，否则，无法成功添加该帐户。

5 单击高级属性。

6 在“高级属性”字段中输入信息。

选项 说明

端口 该字段的默认值为 389。除非使用的是非标准端口，否则，您不需要修改此字段。

域控制器 IP （可选）如果您希望 AD 流量使用特定域控制器，需指定一个首选域控制器 IP 地址。

上下文 将根据以前提供的 DNS 域名信息自动填充该选项。

 
7 单击域绑定。

注意   如果您看到一条错误，指示您输入的辅助帐户信息无效，则在完成下面的域加入过程后，您将需

要通过编辑“域绑定”信息来添加有效的辅助帐户。请参阅编辑 Active Directory 域。

8 提供域加入信息。

选项 说明

加入用户名 域管理员

加入密码 域管理员密码

主 DNS 服务器 IP 主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辅助 DNS 服务器 IP （可选）辅助 DNS 服务器的 IP

默认 OU 默认组织单位

 
9 单击保存。

10 在“添加超级管理员”对话框中，使用 Active Directory 搜索功能选择 AD 管理员组以管理应用程序。

11 单击保存。

具有托管基础架构的 Horizon Cloud 管理指南

VMware, Inc.  92



12 如果域绑定或域加入过程失败，您必须重新启动注册流程。

a 重新启动浏览器。

b 首先使用您的 My VMware 帐户登录。

c 使用域服务（绑定）帐户登录名和密码登录 Active Directory 帐户。

d 继续完成域加入过程。

下一步

如果需要，您可以设置 True SSO（单点登录）。请参阅为 Active Directory 域配置 True SSO。

编辑 Active Directory 域
在初始设置后，您可以编辑 Active Directory 域。

步骤

1 选择设置 > Active Directory。

此时会显示“Active Directory”页面。

2 如果配置了多个 Active Directory，请从左侧的列表中选择要编辑的 Active Directory。

3 单击“域绑定”旁边的编辑以编辑域绑定信息。

此时会显示“编辑 Active Directory”对话框。

4 根据需要，编辑以下所述字段中的信息。

选项 说明

NETBIOS 名称 [无法编辑] Active Directory 域名

DNS 域名 Active Directory 完全限定域名

协议 [无法编辑] LDAP 是唯一选项

绑定用户名 域管理员。只有在 Active Directory 中先设置了新用户名时，才能进行编辑。

绑定密码 域管理员密码。只有在 Active Directory 中先设置了新密码时，才能进行编辑。

 
5 单击高级属性。

6 根据需要，编辑以下“高级属性”字段中的信息。

选项 说明

端口 该字段的默认值为 389。除非使用的是非标准端口，否则，您不需要修改此字段。

域控制器 IP （可选）如果您希望 AD 流量使用特定域控制器，需指定一个首选域控制器 IP 地址。

上下文 将根据以前提供的 DNS 域名信息自动填充该选项。

 
7 按照下面所述，对辅助绑定帐户进行更改。

n 添加辅助绑定帐户：

1 单击添加辅助绑定帐户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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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该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注意   用户名和密码必须在 Active Directory 中存在，否则，无法成功添加该帐户。

n 更改辅助绑定帐户的密码：

1 确认帐户的密码已在 Active Directory 中进行了更改。

2 单击该帐户的“更改帐户密码”链接（例如，“更改帐号 1 密码”）。

3 输入新密码。

注意   您无法更改辅助绑定帐户的绑定用户名。相反，您需要移除该帐户，然后使用新用户名添加

该帐户。

n 单击辅助绑定帐户旁边的移除链接以移除该帐户。

注意   如果辅助绑定帐户是剩下的 后一个活动服务帐户，则无法移除该帐户。

8 单击域绑定以保存更改。

9 单击“域加入”旁边的编辑以编辑域加入信息。

将显示“域加入”对话框。

10 根据需要，编辑域加入信息。

选项 说明

加入用户名 域管理员。只有在 Active Directory 中先设置了新用户名时，才能进行编辑。

加入密码 域管理员密码。只有在 Active Directory 中先设置了新密码时，才能进行编辑。

主 DNS 服务器 IP 主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辅助 DNS 服务器 IP （可选）辅助 DNS 服务器的 IP

默认 OU 默认组织单位

 
11 单击保存。

12 在“添加超级管理员”对话框中，根据需要进行更改，然后单击保存。

可以使用 Active Directory 搜索功能选择 AD 管理员组以管理系统。

下一步

如果需要，您可以设置 True SSO（单点登录）。请参阅为 Active Directory 域配置 True SSO。

为 Active Directory 域配置 True SSO
注册 Active Directory 域后，您可以对其配置 True SSO。

前提条件

在配置 True SSO 之前，您必须首先至少配置了一个 Identity Manager。请参阅身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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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在管理控制台中，选择设置 > Active Directory。

2 单击“True SSO 配置”下的下载配对令牌链接。

pairing_bundle.7z 文件会下载到您的“下载”文件夹。

3 解压缩该包中的两个证书模板文件。

请记下这两个文件的位置。在基础架构设置的 后阶段配置注册服务器时，您将需要用到这两个文件。

4 按照 True SSO 的基础架构设置中所述设置所需的基础架构。

5 在管理控制台中的“Active Directory”页面上，单击“True SSO 配置”旁边的添加。

此时会显示“True SSO 配置”对话框。

注意   由于您已经在“Active Directory”页面上下载了配对令牌，因此可以忽略此对话框中的下载配对

令牌链接。

6 在“主注册服务器”字段中输入注册服务器的名称，然后单击该字段旁边的测试配对按钮。

其他必填字段会自动填充内容。

7 单击保存

8 要配置辅助注册服务器以实现高可用性，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在第二台计算机上重复设置注册服务器中介绍的过程。

b 编辑 True SSO 配置并在“辅助注册服务器”字段中添加第二个 ES 地址，然后测试配对。

c 再次保存配置。

此时配置信息会显示在“Active Directory”页面上的“True SSO 配置”下。

True SSO 的基础架构设置

本节包含有关设置 True SSO 配置所需的基础架构的步骤。

在“Active Directory”页面中添加 True SSO 配置之前，请完成以下任务。

n 安装并配置 Windows Server 证书颁发机构 (Certificate Authority, CA)

注意   本节中的步骤适用于 Windows Server 2012 R2。Windows Server 2008 R2 采用的步骤与此非常

类似。

n 在 CA 中设置证书模板

n 设置注册服务器 (Enrollment Server, ES)

CA 将代表用户颁发证书，这些证书将用于使用户登录到其分配的桌面。Horizon Cloud 设备将请求 ES 代表

用户颁发证书。ES 将通过 CA 代表请求的用户生成请求的证书，然后将其返回给 Horizon Cloud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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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并配置 Windows Server 2012 R2 证书颁发机构

您可以使用 Service Manager 向导设置 Windows Server 2012 证书颁发机构 (CA)。

以下是设置 Microsoft CA 的标准步骤。此处采用适用于实验室环境的简单形式对这些步骤进行了详细说明，

但对于实际的生产系统，建议您遵循 CA 配置的行业 佳做法。

如果您需要有关设置 CA 的进一步指导，请查阅标准的 Microsoft 技术参考：《Active Directory 证书服务分

步指南》和《安装根证书颁发机构》。

注意   本主题中的步骤适用于 Windows Server 2012 R2。Windows Server 2008 R2 采用的步骤与此非常类

似。

步骤

1 在服务器管理器仪表板中，单击添加角色和功能以打开向导，然后单击下一步。

2 在“选择安装类型”页面上，选择基于角色或基于功能的安装，然后单击下一步。

3 在“服务器选择”页面上，保留默认设置，然后单击下一步。

4 在“服务器角色”页面上：

a 选择“Active Directory 证书服务”。

b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包括管理工具”（如果适用），然后单击添加功能。

c 单击下一步。

5 在“功能”页面上，单击下一步。

6 在“AD CS”页面上，单击下一步。

7 在“角色服务”页面上，选择“证书颁发机构”，然后单击下一步。

8 在“确认”页面上，选择“如果需要，自动重新启动目标服务器”，然后单击安装。

此时会显示安装进度。安装完成后，系统会显示一个 URL 链接，允许您将新安装的 CA 配置为在目标

服务器上“配置 Active Directory 证书服务”。

9 单击配置链接以启动配置向导。

10 在“凭据”页面上，输入企业管理员组的用户凭据，然后单击下一步。

11 在“角色服务”页面上，选择“CA”，然后单击下一步。

12 在“设置类型”页面上，选择“企业 CA”，然后单击下一步。

13 在“CA 类型”页面上，根据相应情况选择“根 CA”或“从属 CA”（在该示例中，它为根 CA），然

后单击下一步。

14 在“私钥”页面上，选择“新建私钥”，然后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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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加密”页面上，输入如下信息。

字段 说明

加密提供程序 RSA#Microsoft 软件密钥存储提供程序

密钥长度 4096（如果愿意，也可以选择其他长度）

哈希算法 SHA256（如果愿意，也可以选择其他 SHA 算法）

16 在“CA 名称”页面上，配置为首选设置或接受默认设置，然后单击下一步。

17 在“有效期”页面上，配置为首选设置，然后单击下一步。

18 在“证书数据库”页面上，单击下一步。

19 在“确认”页面上，查看相应的信息并单击配置。

20 通过执行以下任务来完成配置过程（从命令提示符运行所有命令）。

a 配置 CA 以进行非永久证书处理

certutil –setreg DBFlags 

+DBFLAGS_ENABLEVOLATILEREQUESTS

b 配置 CA 以忽略脱机 CRL 错误

certutil –setreg ca\CRLFlags 

+CRLF_REVCHECK_IGNORE_OFFLINE

c 重新启动 CA 服务

net stop certsvc

net start certsvc

下一步

在 CA 中设置证书模板

在 CA 中设置证书模板

您可以在 CA 中配置证书模板。证书模板是 CA 生成的证书的基础。

前提条件

安装并配置 Windows Server 2012 R2 证书颁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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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创建新的通用安全组。

此操作允许您创建单个安全组，以便您能够向该组分配代表用户颁发证书所需的权限。安装了 VMware
注册服务器的所有计算机都可以通过成为该组的成员来继承这些权限。

a 单击开始，然后键入“dsa.msc”。

此时会显示“Active Directory 用户和计算机”对话框。

b 在树中，右键单击域控制器的用户文件夹，然后选择新建 > 组。

此时会显示“新建对象 - 组”对话框。

c 在“组名称”字段中，输入新组的名称。例如，“TrueSSO 注册服务器”。

d 进行下述设置。

设置 值

组范围 通用

组类型 安全

e 单击确定。

新组会出现在“Active Directory 用户和计算机”对话框的树中。

f 右键单击该组，然后选择属性。

g 在“成员”选项卡中，添加将安装注册服务器的计算机，然后单击确定。

h 重新启动将安装注册服务器的计算机。

2 配置证书模板。

a 选择控制面板 > 管理工具 > 证书颁发机构。

b 在树中，展开本地 CA 名称。

c 右键单击“证书模板”文件夹，然后选择管理。

此时会显示证书模板控制台。

d 右键单击“智能卡登录”模板，然后选择复制模板。

此时会显示“新模板的属性”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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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按照以下所述在该对话框的选项卡中输入相应信息。

选项卡 设置

兼容性 n 选中“显示产生的变化”复选框

n 证书颁发机构 - Windows Server 2008 R2
n 证书接收人 - Windows 7 / Server 2008 R2

常规 n 模板显示名称 - 您选择的名称。例如，“True SSO 模板”。

n 模板名称 - 您选择的名称。例如，“True SSO 模板”。

n 有效期 - 1 小时

n 续订期 - 0 周

请求处理 n 用途 - 签名和智能卡登录

n 选中“对于智能卡证书的自动续订...”复选框

n 选中“注册时提示用户”单选按钮

加密 n 提供程序类别 - 密钥存储提供程序

n 算法名称 - RSA
n 小密钥大小 - 2048
n 选中“请求可以使用...可用的任何提供程序”单选按钮

n 请求哈希 - SHA256

使用者名称 n 选中“用 Active Directory 中的信息生成”单选按钮

n 使用者名称格式 - 完全可分辨名称

n 选中“用户主体名称(UPN)”复选框

服务器 选中“不在 CA 数据库中存储证书和请求”复选框

颁发要求 n 要注册，要求下列项目 - 选择“授权签名的数量”，然后输入“1”

n 签名中要求的策略类型 - 应用程序策略

n 应用程序策略 - 证书申请代理

n 要注册，要求下列项目 - 有效的现存证书

安全 在该选项卡的上面部分，选择您所创建的新组。然后，在该选项卡的下面部分，为“读取”

和“注册”权限选择“允许”。

f 单击确定。

3 颁发用于 True SSO 的模板。

a 再次右键单击“证书模板”文件夹，然后选择新建 > 要颁发的证书模板。

此时会显示“启用证书模板”对话框。

b 选择“TrueSsoTemplate”，然后单击确定。

4 颁发注册代理模板。

a 再次右键单击“证书模板”文件夹，然后选择新建 > 要颁发的证书模板。

此时会显示“启用证书模板”对话框。

b 选择“注册代理计算机”，然后单击确定。

注意   此模板的安全设置必须与在上一步骤中颁发的模板的安全设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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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已设置 CA 并为其配置了适用于 True SSO 的证书模板。

下一步

设置注册服务器

设置注册服务器

注册服务器 (ES) 是您在设置 True SSO 的基础架构的 后一步，在 Windows Server 计算机上安装的 Horizon
Cloud 组件。通过将注册代理（计算机）证书部署到服务器，您即授权此 ES 充当注册代理并代表用户生成

证书。

前提条件

在 CA 中设置证书模板

步骤

1 安装注册服务器。

a 从 My VMware 站点下载注册服务器 .exe 文件。文件名应当类似于 VMware-HorizonCloud-
TruessoEnrollmentServer-x86_64-7.3.0-xxxxx.exe。

b 确认计算机系统正在运行 Windows Server 2008 R2 或 2012 R2，且 少拥有 4 GB 内存。

c 运行安装程序，然后按照向导执行操作。

2 部署注册代理（计算机）证书。

a 打开 Microsoft 管理控制台 (Microsoft Management Console, MMC)。

b 在“文件”菜单上，单击添加/删除管理单元。

c 在“可用的管理单元”下，双击证书。

d 选择“计算机帐户”，然后单击下一步。

e 选择“本地计算机”，然后单击完成。

f 在“添加或删除管理单元”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g 在 MMC 中，右键单击“证书”下的“个人”文件夹，然后选择所有任务 > 申请新证书。

h 在“证书注册”对话框中，选中“注册代理(计算机)”复选框，然后单击注册。

3 导入配对包。

a 在 MMC 中，右键单击“VMware Horizon Cloud 注册服务器受信任的根”文件夹下的“证书”子文

件夹，然后选择所有任务 > 导入。

b 单击下一步。

c 导航到将 pairing_bundle.7z 包中的证书文件解压缩到的位置。

d 一次性导入两个证书文件。

e 单击下一步，然后单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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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在管理控制台中完成配置 True SSO 的剩余步骤。请参阅为 Active Directory 域配置 True SSO。

外部信任和林信任

系统支持遍历不同林中的域之间的外部（或林）信任关系。

这包括：

n 将一个林中的用户/组分配给（或授权其访问）不同林中的资源。

n 支持单向信任。

要使此功能正常运行，您必须执行以下操作。

n 在包含您要使用的帐户和桌面的所有林中注册所有域。

n 从林信任的两端注册林根域。要允许租户连接到林根并对相关 TDO 进行解码，必须执行此操作。即使

林根域中没有 DaaS 桌面或用户，也需要这样做。

n 至少为每个林中的一个已注册域启用全局目录。要获得 佳性能，所有已注册的域都应启用全局目录。

n 要授权不同林中的组访问某个桌面，必须在每个林中至少注册一个通用组。不支持使用域本地组进行授

权/分配。 终，系统会从“member”属性 DN 和 tokenGroup 中筛选出 FSP。

n 遵循关于林域的 DNS 名称和根命名上下文的层次结构。例如，如果父域名为 example.edu，则子域可

以名为 vpc.example.edu，而不是 vpc.com。

n 避免使外部受信任林中的域具有冲突性 NETBIOS 名称，因为此类域将被排除。已注册的 NETBIOS 名
称的优先级将始终高于在受信任林域的枚举期间找到的冲突性 NETBIOS 名称。

编辑角色和权限
您可以编辑以前配置的角色。

步骤

1 选择设置 > 角色和权限。

此时会显示“角色和权限”页面。

有两个默认角色，如下所示。

角色 说明

超级管理员 拥有这个角色的用户可以访问所有功能，还能保存更改。

演示管理员 拥有这个角色的用户可以访问所有功能，但不能保存任何更改。

2 从“角色”列表中选择角色，然后单击编辑。

3 在编辑对话框中，使用 Active Directory 搜索功能为角色选择一个组，然后单击保存。

注意   不要将同一个组既添加到超级管理员角色，又添加到演示管理员角色。这样做可能会导致该组中

的用户不具备所有预期功能的完全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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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文件共享
您可以设置文件共享以将数据导入到用户界面中。

n 您可以在用户界面外部在单独管理的计算机上创建文件共享，然后将其添加到“基础架构”页面中。

n 在将文件共享添加到系统后，将根据涉及的功能自动或手动导入这些内容。

n 共有两种类型的文件共享以支持不同的功能：

类型 用于：

代理 n 代理软件更新 - 自动将代理文件下载到文件共享中，在系统中导入这些文件，然后在

“分配”页面上显示这些文件。请参阅更新分配的代理。

应用程序/映像 n App Volumes 集成 - 您可以将 AppStack 复制到文件共享中，然后将其导入到“基础架

构”页面中。请参阅使用 App Volumes 导入应用程序。

创建文件共享

您可以在用户界面外部创建文件共享。

步骤

1 按照通常的过程创建一个 Windows 文件夹。

n 如果这是代理文件共享（即，用于代理软件更新的文件共享），您必须将该文件夹命名为

“agentFiles”。稍后，系统将创建几个子文件夹，您仅使用其中的两个子文件夹。这些子文件夹如

下所述。

子文件夹名称 说明

cdsClient 该文件夹包含从 VMware 代表为您配置的升级服务器中自动下载的代理文件。

hotpatch 该文件夹包含您手动放置的任何代理文件。您不需要执行此操作，除非您的

VMware 代表明确要求这样做。

n 如果这是应用程序/映像文件共享，则名称可以是您选择的任意内容。

2 为该文件共享文件夹指定以下设置：

n 确认该文件共享已加入租户域。

n 启用共享。

n 为一个域用户添加这些权限。

3 记下以下信息，在用户界面中添加文件服务器时需要使用该信息：

n 在上一步中添加的域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n 该文件共享文件夹的源路径。

下一步

在用户界面中添加该文件共享。请参阅将文件共享添加到“基础架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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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件共享添加到“基础架构”页面

在用户界面之外创建文件共享后，可以将其添加到“基础架构”页面。

注意   添加文件共享时，文件共享的内容（代理文件或 AppStack）会被导入到系统中。如果您以后将新内

容放入文件共享，可以使用导入功能导入这些内容。

前提条件

要在“基础架构”页面上添加文件共享，您必须先在用户界面之外创建该文件共享。请参阅创建文件共享。

步骤

1 选择设置 > 基础架构，然后单击文件共享。

2 单击新建。

3 在“新建文件共享”对话框中提供必需的信息。

选项 说明

名称 文件共享的名称。

域 文件共享的域。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域。

用户名 文件共享的管理员用户。

密码 文件共享的管理员密码。

类型 文件共享的类型。根据文件共享所包含的内容，选择“代理”或“应用程序/映像”。

n 代理文件共享仅用于导入代理软件更新。

n 应用程序/映像文件共享用于导入 AppStack。

源路径 文件共享的网络路径。

目标容器 [仅限应用程序/映像类型] 只有在租户上具有多个容器时，才会显示该字段。请从下

拉列表中选择容器。

 
4 单击保存。

编辑文件共享

您可以编辑文件共享的名称、源路径和目标容器。

步骤

1 选择设置 > 基础架构。

2 选中要编辑的文件共享旁边的复选框。

3 单击编辑，并进行更改。

4 单击保存。

移除文件共享

您可以从“基础架构”页面上移除文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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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在“基础架构”页面上，选择要移除的文件共享。

2 单击移除，并确认您希望移除此文件共享。

此文件共享不再显示在列表中。

导入文件共享的内容

您可以在“基础架构”页面上导入某个文件共享的内容。

步骤

1 选择设置 > 基础架构。

2 在“基础架构”页面上，选择该文件共享。

3 单击“. . . ”按钮，然后选择导入。

n 在大多数情况下，将自动导入所有文件，并在用户界面的相应页面上显示这些文件。

文件类型 用户界面页面

代理 “分配”页面（请参阅更新分配的代理）。

AppStack “应用程序”页面。

n 如果以热修补程序形式提供代理文件，将提示您输入从 VMware 代表收到的哈希值。您不需要使用

该功能，除非您的 VMware 代表明确要求这样做。

管理存储
您可以在“存储管理”页面上管理 AppStack。

选择设置 > 存储管理可打开“存储管理”页面。

管理 AppStack
“存储管理”页面中的“AppStack”选项卡上列出了租户上的所有 AppStack。

n 要释放存储空间，您可以在列表中选择一个 AppStack，然后单击删除按钮以删除该 AppStack。

注意   您不能删除拥有活动用户会话的 AppStack。

n 您可以使用页面右上角的控件来筛选此列表或刷新此页面。

管理实用程序虚拟机
实用程序虚拟机是找到的具有不支持的操作系统的虚拟机，这些虚拟机用于基础架构服务（如 DHCP）。

您可以使用页面顶部的按钮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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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说明

重命名 选择虚拟机，然后单击重命名。在字段中输入新名称，然后单击保存。

注意   要成功执行该操作，必须使用代理配对功能将选定的虚拟机与租户进行配对，并且 DaaS
Agent 必须处于活动状态。

关机 关闭虚拟机。

n 您可以一次选择多个虚拟机。

n 虚拟机状态必须为绿色。

n 您只能关闭没有活动用户会话的虚拟机。

重新启动 执行正常虚拟机重新启动，以便恢复挂起的虚拟机而不会丢失数据。如果此按钮不起作用，可能需

要使用“重置”菜单选项，该选项会对虚拟机执行硬重置，这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

n 您可以一次选择多个虚拟机。

n 虚拟机状态必须为绿色。

您可以通过单击“. . .”按钮，并从下拉菜单中进行选择来执行以下操作。

操作 说明

挂起 挂起选定的虚拟机。

继续运行 继续运行选定的虚拟机。

打开电源 打开选定的虚拟机电源。

关闭电源 关闭选定的虚拟机电源。

重置 重置选定的虚拟机。

注销 注销选定的虚拟机。

断开连接 断开连接选定的虚拟机。

迁移到导入的虚拟机 将虚拟机移动到“导入的虚拟机”页面。请参阅第 11 章导入的虚拟机。

双因素身份验证
系统支持对内部用户进行 RSA SecurID 和 Radius 身份验证。

要为您内部网络上的用户启用双因素身份验证，请参阅使用 RADIUS 设置身份验证和使用 RSA SecurID 设
置身份验证。

使用 RADIUS 设置身份验证

您可以使用 RADIUS 为 终用户启用双因素身份验证。

注意   确保在 RADIUS 服务器中已将主和辅助租户设备 IP 地址注册为客户端。从您的 VMware 代表那里获

取租户设备 IP 地址。

步骤

1 选择设置 > 双因素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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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身份验证。

选项 说明

双因素身份验证方法 选择 Radius。

维护用户名 选择是可在身份验证期间维护用户名。尝试进行身份验证的用户必须为 RSA 和域质

询提供相同的用户名凭据。如果选择否，则不会锁定用户名字段，并且用户可以输

入不同的名称。

仅外部连接 可以选择否以从系统中为内部用户配置双因素身份验证。使用 Access Point 可配置

外部用户。

提供程序名称 （必填）用于区分所使用的 RADIUS 身份验证类型的名称。

主机名称/IP 地址 （必填）身份验证服务器的 DNS 名称或 IP 地址。

共享密码 （必填）用于与服务器通信的密码。此值必须与服务器配置的值相同。

身份验证端口 为发送或接收身份验证流量而配置的 UDP 端口。默认为 1812。

记帐端口 为发送或接收记帐流量而配置的 UDP 端口。默认为 1813。

机制 选择 RADIUS 身份验证协议：PAP、CHAP、MS-CHAPv1 或 MS-CHAPv2。

服务器超时 可等待 RADIUS 服务器响应的秒数。默认为 5 秒。

大重试次数 可重试失败请求的 大次数。默认为 3 次。

领域前 身份验证期间在用户名前面附加的领域名称和分隔符。

领域后 身份验证期间在用户名后面附加的领域名称和分隔符。

辅助服务器 默认为否。如果设置为是，需指定要在主服务器不响应时使用的辅助 RADIUS 服务

器。

 
3 单击保存

4 在“测试身份验证”对话框中输入您的用户名和通行码，然后单击测试。

如果身份验证成功，则尝试对租户门户进行身份验证的用户将看到一个对话框，要求他们先使用 RADIUS
凭据登录，然后再使用域凭据登录。

5 如果测试身份验证凭据失败，则不会保存这些设置。更正用户名或通行码，然后重试。

使用 RSA SecurID 设置身份验证

您可以使用 RSA SecurID 为 终用户启用双因素身份验证。

步骤

1 选择设置 > 双因素身份验证。

2 配置身份验证。

选项 说明

双因素身份验证方法 选择 RSA SecurID

维护用户名 选择是可在身份验证期间维护用户名。尝试进行身份验证的用户必须为 RSA 和域质

询提供相同的用户名凭据。如果选择否，则不会锁定用户名，并且用户可以输入不

同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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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仅外部连接 如果选择“是”，则网络内部的用户不需要输入 RSA 凭据。内部与外部的区别由服

务提供商来配置。如果选择“否”，网络内外的所有用户都必须输入 RSA 凭据。

上载配置文件 单击选择并导航到名为 sdconf.rec 的文件。单击打开。

 
3 单击保存。

身份管理
在“身份管理”页面中，您可以添加、编辑和配置 Identity Manager 提供程序。

“身份管理”页面显示当前配置的 Identity Manager 提供程序，其中包括每个提供程序的以下信息。

n 状态 - Identity Manager 的当前状态。将鼠标悬停在图标上方可查看状态。

n Identity Manager URL - Identity Manager 的 URL。

n 超时 SSO 令牌 - 超时值，以分钟为单位。

n 数据中心 - 数据中心的名称。

n 租户地址 - 租户设备的地址。

要添加新的 Identity Manager，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新建。

2 按照以下说明输入相应信息。

字段 说明

VMware Identity Manager URL Identity Manager 的 URL。

超时 SSO 令牌 以分钟为单位的超时值。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的名称。从下拉列表中进行选择。

租户地址 租户设备的地址。

3 单击保存。

要编辑某个现有 Identity Manager，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列表中选择该 Identity Manager。

2 单击编辑。

3 按照以下说明编辑相应信息。

字段 说明

超时 SSO 令牌 以分钟为单位的超时值。

租户地址 租户设备的地址。

4 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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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移除 Identity Manager，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列表中选择该 Identity Manager。

2 单击移除。

3 单击删除进行确认。

要配置身份管理，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配置。

2 编辑下述设置。

字段 说明

强制远程用户使用 Identity
Manager

选择“是”可阻止远程用户通过 IDM 以外的方式进行访问。只有在 Identity Manager 状态为

绿色时，才会显示该选项。

强制内部用户使用 Identity
Manager

选择“是”可阻止内部用户通过 IDM 以外的方式进行访问。只有在 Identity Manager 状态为

绿色时，才会显示该选项。

3 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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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连接 13
这部分提供了有关设置和维护到桌面虚拟机的连接的信息。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桌面协议

n 使用 VMware Horizon Client

桌面协议

用于与桌面虚拟机建立连接的连接协议有多种。

VMware Horizon Agent 占用的空间非常小 (90Kb)，并且支持全部 Horizon Client 功能：Blast Extreme、

Blast with HTML Access、PCoIP、RDP、HTTPS、SSL、SSO、USB 重定向、打印机支持和会话管理。

Horizon Agent 支持两种桌面连接样式：本机应用程序（Blast Extreme 和 PCOIP 协议）和 HTML Access
（Blast with HTML Access 协议）。

Blast Extreme
Blast Extreme 是一个高性能显示协议。此协议中包含 WAN 优化和 3D 图形支持，从而实现比 RDP 更卓越

的 终用户体验。

要使用 Blast Extreme 协议：

n 每个虚拟桌面都必须安装 新版本的 Horizon Agent 和 DaaS Agent。

n 终用户必须在他们的端点设备上安装 VMware Horizon Client。

n Blast Extreme 是池设置中本机客户端的默认协议。

Blast with HTML Access
Blast with HTML Access 支持通过任何与 HTML5 兼容的 Web 浏览器访问桌面。

要使用 Blast with HTML Access：

n 每个虚拟桌面都必须安装 新版本的 Horizon Agent 和 DaaS Agent。

n 对于不使用 Access Point 的内部访问，必须配置 SSL 证书安装自动化。请参阅为 VMware Blast 自动

安装 SSL 证书。

VMware, Inc.  109



n 要启动远程应用程序，还有其他一些要求，如下所述。

使用 HTML Access (Blast) 的系统要求

客户端系统上的浏览器：

n Chrome 41、42 和 43

n Internet Explorer 10 和 11

n Safari 7 和 8（此版本不支持 Mobile Safari。）

n Firefox 36、37 和 38

客户端操作系统：

n Windows 7 SP1（32 位或 64 位）

n Windows 8.x 桌面（32 位或 64 位）

n Windows 10 桌面（32 位或 64 位）

n Mac OS X Mavericks (10.9)

n Mac OS X Yosemite (10.10)

n Chrome OS 28.x 或更高版本

HTML Access (Blast) 支持 RDSH 应用程序

支持在 HTML Access 中启动 RDSH 应用程序。

请注意以下事项：

n 必须部署 Access Point 2.0 远程访问网关（与您的服务提供商确认）。

n 此功能对 iOS 或 Android 无效。

为 VMware Blast 自动安装 SSL 证书

需要使用本附录中介绍的过程简化不通过 Access Point 的内部访问。如果您没有需要使用这种类型的访问

的用户，则不需要执行该过程。

请注意以下事项：

n 在将虚拟机转换为映像或重新发布之前，您必须在映像上执行该过程。

n 每次打开并重新发布映像时，您必须重复执行该过程。

您可以执行 post sysprep 脚本以安装证书，以便避免 sysprep 问题和重复证书问题。也可以使用您自己的标

准做法（例如，Active Directory GPO 和脚本）。请参阅 Horizon View Feature Pack 文档以了解 SSL 证书

要求。

请按照下面的步骤在 Horizon DaaS 环境中配置 post sysprep 命令/脚本。

n 在测试计算机上导入证书并记下证书指纹。

n 在模板虚拟机上创建 post sysprep 脚本/批处理文件并复制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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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将模板虚拟机转换为映像或重新发布。

导入证书并记录证书指纹

自动安装 SSL 证书的第一步是导入证书并记录指纹。

步骤

1 执行下面的步骤以将证书管理单元添加到 MMC 中。

要将证书添加到 Windows 证书存储中，您必须先将证书管理单元添加到 Microsoft 管理控制台 (MMC)
中。在开始之前，请确认 MMC 和证书管理单元在 Windows 客户机操作系统上可用。

a 在桌面上，单击开始，然后键入 mmc.exe。

b 在 MMC 窗口中，选择文件 > 添加/删除管理单元。

c 在“添加或删除管理单元”窗口中，选择证书，然后单击添加。

d 在“证书管理单元”窗口中，选择“计算机帐户”，单击下一步，选择“本地计算机”，然后单击

完成。

e 在“添加或删除管理单元”窗口中，单击确定。

2 执行下面的步骤以将 HTML Access Agent 的证书导入到 Windows 证书存储中。

要将默认 HTML Access Agent 证书替换为 CA 签名证书，您必须将 CA 签名证书导入到 Windows 本地

计算机证书存储中。在开始之前，请确认安装了 HTML Access Agent，将 CA 签名证书复制到桌面以及

将证书管理单元添加到 MMC 中（请参阅上面的步骤 1）。

a 在 MMC 窗口中，展开“证书(本地计算机)”节点，然后选择“个人”文件夹。

b 在“操作”窗格中，选择更多操作 > 所有任务 > 导入。

c 在证书导入向导中，单击下一步并浏览到存储证书的位置。

d 选择证书文件，然后单击打开。

要显示您的证书文件类型，您可以从“文件名”下拉菜单中选择其文件格式。

e 键入证书文件中包含的私有密钥的密码。

f 选择标志此密钥为可导出的密钥。

g 选择包括所有可扩展属性。

h 单击下一步，然后单击完成。

将在“证书(本地计算机)”>“个人”>“证书”文件夹中显示新证书。

i 确认新证书包含私有密钥。

1. 在“证书(本地计算机)”>“个人”>“证书”文件夹中，双击新证书。

2. 在“证书信息”对话框的“常规”选项卡中，确认显示以下声明：“您有一个与该证书对应的私

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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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导入 HTML Access Agent 的根证书和中间证书。

如果证书链中的根证书和中间证书不是随为 HTML Access Agent 导入的 SSL 证书导入的，您必须将这

些证书导入到 Windows 本地计算机证书存储中。

a 在 MMC 控制台中，展开“证书(本地计算机)”节点，然后转到“受信任的根证书颁发机构”>“证

书”文件夹。

n 如果您的根证书位于该文件夹中，并且在证书链中没有中间证书，请跳过该过程。

n 如果您的根证书没有位于该文件夹中，请执行步骤 b。

b 右键单击受信任的根证书颁发机构 > 证书文件夹，然后单击所有任务 > 导入。

c 在证书导入向导中，单击下一步并浏览到存储根 CA 证书的位置。

d 选择根 CA 证书文件，然后单击打开。

e 单击下一步，单击下一步，然后单击完成。

f 如果您的服务器证书是由中间 CA 签名的，请将证书链中的所有中间证书导入到 Windows 本地计算

机证书存储中。

1. 转到“证书(本地计算机)”>“中间证书颁发机构”>“证书”文件夹。

2. 为每个必须导入的中间证书重复执行步骤 c 至 f。

4 在证书 MMC 窗口中，导航到“证书(本地计算机)”>“个人”>“证书”文件夹。

5 双击导入到 Windows 证书存储的 CA 签名证书。

6 在“证书”对话框中，单击详细信息选项卡，向下滚动，然后选择“指纹”图标。

7 将选定的指纹复制到一个文本文件中。

例如：

31 2a 32 50 1a 0b 34 b1 65 46 13 a8 0a 5e f7 43 6e a9 2c 3e

注意   在复制指纹时，不要包含前导空格。如果误将前导空格与指纹一起粘贴到注册表项中（在步骤 7
中），则可能无法成功配置证书。即使在注册表值文本框中未显示前导空格，也可能会出现该问题。

创建 Post Sysprep 脚本/批处理文件并复制证书

自动安装 SSL 证书的第二步是创建 post sysprep 脚本/批处理文件并复制证书。

可以使用构建后配置脚本“SetupComplete.cmd”导入 SSL 证书并配置 VMware HTML Access 注册表（适

用于 Windows 7 和更高版本）。

http://technet.microsoft.com/zh-cn/library/dd744268%28v=ws.10%29.aspx

例如：

n 将 SSL 证书文件复制到 C: 驱动器中。对于本示例，该文件为“C:\desktone_ca_cert”。

n 在“%WINDIR%\Setup\Scripts\”文件夹中创建 SetupComplete.cmd 文件。如果不存在，请创建

“Scripts”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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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在 SetupComplete.cmd 文件中添加以下命令。指纹值是在上面复制的内容。

n 请注意，如果在证书链中具有根证书和中间证书，则需要在批处理文件中添加相应的 CertUtil 命令。

CertUtil  -importPFX -f  -p "<password>" "C:\desktone_ca_cert.pfx"

        reg add "HKLM\SOFTWARE\VMware, Inc.\VMware Blast\Config" /f /v "SslHash" /t REG_SZ /d "31 2a 

32 50 1a 0b 34 b1 65 46 13 a8 0a 5e f7 43 6e a9 2c 3e"

del /F /Q "C:\desktone_ca_cert.pfx"

del /F /Q "%systemroot%\setup\scripts\SetupComplete.cmd"

n 保存 SetupComplete.cmd 文件。您可以在测试计算机上测试 SetupComplete.cmd 文件。

将模板虚拟机转换为映像或重新发布

自动安装 SSL 证书的第三步是将模板虚拟机转换为映像或重新发布。

步骤

1 将模板虚拟机转换为映像或重新发布，然后创建一个分配。

2 检查证书的 HTML Access 连接，或检查桌面上的证书和 HTML Access 注册表。

注意   在按照上面所述设置有效的 CA 证书后，如果 HTML Access (Blast) 服务仍生成自签名证书，您

可以查看位于以下位置中的日志以解决该问题：%ProgramData%\VMWare\Vmware Blast\Blast-
worker.txt。

PCoIP
PCoIP 是一个旧版高性能显示协议。

PCoIP 协议中包含 WAN 优化和 3D 图形支持，可实现比 RDP 更卓越的 终用户体验。

要使用 PCoIP 协议：

n 每个虚拟桌面都必须安装 新版本的 Horizon Agent 和 DaaS Agent。

n 终用户必须在他们的端点设备上安装 VMware Horizon Client。

使用 VMware Horizon Client
此部分描述了您应该了解的一些 Horizon Client 功能，以及 DaaS 集成所特有的任何环境特性。有关使用

Horizon Client 的完整信息，请参阅 VMware.com 上的 Horizon Client 相关文档。

桌面门户中的 Horizon Client 下载链接

如有必要，您可以从桌面门户下载 Horizon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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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启动 DaaS 用户门户，然后又尝试使用 Blast Extreme 或 PCoIP 协议连接到桌面，则会启动 Horizon
Client，用户可无缝登录。用户第一次从桌面门户启动 PCoIP 连接时，会显示一个对话框，其中包含可下载

Horizon Client 的链接。

如果您启动 DaaS 用户门户，然后又尝试使用 HTML Access (Blast) 协议连接到桌面，您会被告知，需要通

过单击信息对话框中的链接下载 Horizon Client。首先在浏览器中启用弹出窗口，然后启动 HTML Access
连接。

访问桌面和应用程序

启动桌面和远程应用程序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n 如果您登录 Horizon Client 并且拥有活动应用程序会话，系统可能会提示您重新连接，具体取决于 Horizon
Client 设置。Horizon Client 只会提示一次重新连接到应用程序会话。在您注销并再次登录之前不会再提

示。如果会话连接失败，用户通常应尝试启动应用程序。

n 您不能同时拥有活动 RDS 桌面和活动远程应用程序会话。

n 空闲超时基于端点设备上的活动，而不是桌面或应用程序上的活动。

n 如果您在另一台设备上通过 PCoIP 登录，则 RDP 不是兼容的协议。您必须先注销 PCoIP 会话，然后

才能尝试通过 RDP 连接。

n Horizon Client 会将 RDS 桌面和远程应用程序显示为可启动项。如果您看不到作为桌面连接到您 RDS
池的选项，请确认您已经启用了 RDSH 服务以便获取桌面的完全访问权限，并且使用的是 Horizon Client
3.0 或更高版本。

n 由于所显示的远程应用程序名称是在池中分配的名称，因此，一定要让这些名称有意义，以便在有多个

池映射到这些应用程序时，能够进行区分。

n 无论您使用的是哪个会话主机，“重置应用程序”功能都会为您注销所有应用程序会话。

n 基于 RDS 的服务器不支持 USB 重定向。

n 支持在 HTML Access 中启动 RDSH 应用程序。请参阅 Blast with HTML Access。

使用文件重定向通过远程应用程序访问本地文件

利用文件重定向功能，用户可以在支持给定文件类型的授权远程应用程序中打开本地文件。

当选中“在托管应用程序中打开本地文件”选项时，会在 Horizon Client 中启用该功能。

利用该功能，用户可以执行下列操作：

n 在远程应用程序中打开本地文件，方法是：双击客户端计算机中的文件，或者右键单击并选择“打开方

式”，然后在菜单中选择远程应用程序。

n 在远程应用程序中，浏览文件所在的整个文件夹。

n 将使用远程应用程序所做的更改保存到本地客户端磁盘。

n 将授权应用程序注册为这些应用程序可打开的文件类型的文件处理程序，或者选择只使用远程应用程序

打开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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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应用程序设置为默认处理程序：

n 文件的预览图标将成为授权应用程序在应用程序启动器页面中的图标。

n 如果有文件类型描述，该描述将被远程应用程序覆盖。

n 双击该类型的文件将启动 View Client。

会话超时

会话在用户进行身份验证时开始。可以在管理控制台中更改该超时。

n 用户活动检测信号间隔

此值控制 Horizon Client 检测信号之间的间隔。这些检测信号向租户报告已过去的空闲时间长度。当与

端点设备没有交互时，便会出现空闲时间，与之相对的是桌面会话中的空闲时间。在大型桌面部署中，

为活动检测信号设置较长的时间间隔，可以减少所需的网络流量并提高性能。

n 用户空闲超时

此值控制用户在连接到租户的情况下可处于空闲状态的 长时间。达到此时间后，用户便会与所有活动

的 Horizon Client 桌面会话断开连接。此外，当用户再次连接时，他们必须重新进行身份验证才能访问

Horizon Client。

注意   “用户空闲超时”应该始终大于“用户活动检测信号间隔”，并且建议“用户空闲超时”至少为

“用户活动检测信号间隔”的两倍，以避免桌面连接意外断开。

n 代理会话超时

此值控制 Horizon Client 在其身份验证到期之前可连接到租户的 长时间（每次您进行身份验证时，便

会开始为超时计算时间）。发生此超时，您不会自动断开与桌面的连接，并且能够继续工作，但是如果

您随后执行需要与代理通信的操作（例如，更改设置），则系统会要求您重新进行身份验证，而且还需

要您登录回桌面。

注意   “代理会话超时”应该始终大于“用户空闲超时”，并且建议“代理会话超时”至少等于“用户

活动检测信号间隔”与“用户空闲超时”之和。

注意   在 Android 操作系统上运行的 Horizon Client 已知会覆盖此策略设置，从而导致会话超时大约为十分钟。

重置用户密码

用户登录到 Horizon Client 后，系统会提示更改密码。

n 输入新密码后，Horizon Client 会显示一条消息，指示密码重置已成功。但是，要在连接到 Horizon Agent
之后，密码才会被真正更新。所以，如果在连接之前会话超时，或者用户从未启动桌面会话，密码将不

会被更新。

n 如果新密码不符合 AD 规则，将无法成功登录。这时，用户需要退出 Horizon Client，并尝试再次重置

密码。请注意，不能在 Horizon Client 密码中使用以下字符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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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选项

用户在登录到桌面后，可以通过单击“选项”打开“选项”菜单。

下表描述了“选项”菜单提供的功能。

切换桌面 允许用户访问桌面选择屏幕或在打开的桌面会话之间进行切换。查

看桌面选择屏幕部分可了解相关控件和信息。如果会话已超时，此

操作将无效。

自动连接到此桌面 对于 PC 和瘦客户端，如果指定的桌面是动态池的一部分，可将此

桌面设置为用户的默认桌面。下次登录时，只要符合以下条件，将

立即显示此桌面：

n 用户只有一个桌面映射到他们。

n 登录凭据或桌面状态没有问题。

如果用户选择“自动连接”，然后又使用多个桌面进行登录，“自

动连接到此桌面”设置会被设置为“关闭/False”。如果会话超

时，将不会保存“自动连接”设置，用户在下次登录时也无法自动

连接。

重置桌面 在桌面上触发重新引导。如果会话已超时，此操作将无效。

断开连接 将当前用户与其活动会话断开连接。

断开连接并注销 将用户与他们的活动会话断开连接并注销。

触发桌面注销

注销可启动对 DaaS Agent 的调用，此过程可能需要 30 秒钟才能完成。

因此，如果用户在 30 秒钟结束之前尝试再次登录，可能仍会看到注销对话框。

置备分配过程中的 VRAM 设置

为了避免出现黑屏，平台会对将视频 RAM (VRAM) 大小设置为 128 的那些桌面分配进行置备。您的服务提

供商可以更改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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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14
本节介绍了您可能需要进行故障排除的 常见问题。

有关您在使用 VMware 软件时可能会遇到的其他问题的信息，请参阅 VMware 知识库。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Horizon Client 连接问题故障排除

n HTML Access (Blast) 连接问题故障排除

n 黑屏

n 覆盖 ADM PCoIP 默认设置

n 错误消息

n 没有租户时的紧急直接桌面连接

n “提供反馈”菜单选项不起作用

Horizon Client 连接问题故障排除

有多个配置/设置问题可能导致无法正常使用 Horizon Client

问题 解决办法

登录问题 如果您无法登录到 Horizon Client，请确认您使用的 VMware Horizon Client 版本与 VMware
View 5.1 或更高版本兼容。

桌面不启动 如果桌面不启动，请确认环境中没有其他软件正在使用端口 443。

无法连接到桌面 如果收到错误消息“无法连接桌面”(Unable to Connect to Desktop)，这意味着 View Agent
未运行。在 Windows 控制面板程序中，确认 Horizon Agent 和 View Agent Direct Connect 显
示在已安装程序列表中。如果没有，说明安装没有正确完成，您将需要重新安装。如果已安装

View Agent 软件，请确认 View Agent 服务正在运行。

桌面断开连接 如果在空闲时 Horizon Client 会话结束过快，这意味着 Horizon Client 会话超时设置被配置为

了只允许非常短的空闲时间。您可以在管理控制台中配置 Horizon Client 会话超时设置。

黑屏 请参阅黑屏。

HTML Access (Blast) 连接问题故障排除

有多个配置/设置问题可能导致无法成功启动 HTML Access (Blast)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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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解决办法

浏览器与 HTML5 不兼容 检查浏览器版本是否已在要求中列出。

已启用弹出窗口阻止程序 浏览器的弹出窗口阻止程序可能会阻止打开用于 HTML Access 连接的新窗口。确保用户

为桌面门户禁用弹出窗口阻止程序。

已禁用 Windows 防火墙 确保 Windows 防火墙已安装，并且正在用户的桌面上运行。禁用 Windows 防火墙会导致

在 HTML Access 日志中报告错误。

黑屏

用户可能会由于种种原因而看到黑屏。

n 当您更新 VMware Tools 时，在某些情况下更新可能会安装错误的视频驱动程序，从而导致黑屏。解决

办法是使用 RDP 登录到会话，并安装正确的驱动程序。

n 如果系统管理员将桌面从非 PCoIP 池移动到 PCoIP 池，则当用户尝试连接到桌面时，会遇到黑屏，在

VMware 知识库中可以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

n 使用 PCoIP 登录到 VMware View 虚拟桌面时，请参考 VMware 知识库文章“黑屏”中描述的步骤。

n 使用 PCoIP 协议时，确认已正确设置虚拟机设置 (.vmx) 文件中的视频 RAM (VRAM) 设置，以访问

多个服务器。请参考 VMware 知识库文章“确定 PCoIP 的显示器和屏幕分辨率设置”。

n 确认 VMware View Agent 和操作系统的视频驱动程序正确无误。请参考 VMware 知识库文章“PCoIP
Server 日志报告错误：连接到 SVGADevTap 时出现错误 error 4000: EscapeFailed”。

覆盖 ADM PCoIP 默认设置

可以在用于创建黄金模式的域控制器或主桌面映像上配置 ADM。

在主桌面映像上，系统管理员可以在桌面上运行 gpedit.msc 并导航到管理模板 > 经典管理模板(ADM) >
PCoIP 文件夹以覆盖 ADM 默认设置。

错误消息
此部分描述用户在桌面连接期间可能会遇到的错误消息。

n 错误 500

如果用户在 Horizon Client 中收到错误 500，需查看租户日志并记录下此异常，然后再联系支持人员。

此查找异常将涉及 ViewClientServlet。

n 常见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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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用户在使用 Horizon Client 连接到其桌面时，可能会收到的 常见错误消息及原因。消息的

“错误详细信息”部分提供了客户支持人员对连接问题进行故障排除时所需的信息。

View Agent 登录失败。错误详细信息: <Message from Agent>
(View Agent Login Failed. Error Details: <Message from
Agent>)

View Agent 未能处理所发送的登录请求。

会话已过期，请重新启动 Horizon Client 以连接 (Session has
Expired, Please Restart Horizon Client to Connect)

发生桌面门户会话超时。桌面门户超时基于服务提供商制定的策

略 (userportal.session.timeout)，但可能会被管理控制台中的设

置覆盖。

无法分配桌面 - 正在刷新池 (Unable to allocate a desktop - pool
refresh is in progress)。

请等待几分钟后重试。正在进行动态池刷新。这表示正在根据新

的或更改的黄金模式删除并重新创建桌面。刷新完成后，用户将

能够登录他们的桌面。

与桌面通信时出错。请联系您的管理员。错误详细信息: 桌面代

理通信错误 (Error communicating with desktop. Please contact
your Administrator. Error Details: Desktop Agent
Communication Error)

由于 Horizon Client、租户和 View Agent 连接之间的通信中断，

无法从身份验证错误响应中解析错误。与 ViewClientServlet 有
关的 desktone.log 文件中可能存在警告或错误。

无法解析 XML (Could not parse XML) DaaS 平台无法读取数据 Horizon Client 或代理返回的 XML。

桌面尚未做好连接准备 (DaaS Agent 可能正在启动)。请等待几

分钟或重试。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您的管理员。(Desktop
is not ready for connection (DaaS Agent may be starting up).
Please wait a few minutes or try again. If problem persists,
please contact your Administrator.)

DaaS Agent 报告为脱机。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并且控制台访问

时间过长，请重新引导桌面。当显示桌面时，也应显示 DaaS
Agent（在几分钟内）。

桌面尚未做好连接准备 (可能正在关闭或重新引导)。请等待几分

钟或重试。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您的管理员。(Desktop
is not ready for connection (may be shutting down or rebooting).
Please wait a few minutes or try again. If problem persists,
please contact your Administrator.)

操作系统状态为未运行。请等待，直到操作系统运行，或者从桌

面门户或管理控制台中重新引导。

桌面尚未做好连接准备 (当前处于维护模式)。请等待几分钟或重

试。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您的管理员。(Desktop is not
ready for connection (currently in maintenance mode). Please
wait a few minutes or try again. If problem persists, please
contact your Administrator.)

正在对动态桌面实施域重新加入维护。在动态池刷新期间也可能

会出现此消息。

无法连接桌面。请联系您的管理员。错误详细信息: View Agent
未运行 (Unable to Connect to Desktop. Please contact your
Administrator. Error Details: View Agent is not running)

DaaS Agent 报告 View Agent 服务未运行或未侦听所需端口。

请确保已安装 View Agent，并且防火墙端口（4172、32111、

443）已打开。重新引导计算机，或者通过 RDP（用户门户）

检查服务“View Agent 连接”（如果可能）。

无法连接桌面。请联系您的管理员。错误详细信息: VMware
Tools 未运行 (Unable to Connect to Desktop. Please contact
your Administrator. Error Details: VMware Tools is not running)

VMware Tools 处于脱机状态。请参阅有关 VMware Tools 的故

障排除/解决方案。

无法连接桌面。请联系您的管理员。错误详细信息: 未安装

VMware Tools (Unable to Connect to Desktop. Please contact
your Administrator. Error Details: VMware Tools is not installed)

未安装 VMware Tools。请参阅有关 VMware Tools 的故障排

除/解决方案。

无法连接桌面。请等待几分钟，然后重试。如果问题仍然存在，

请联系您的管理员 (Unable to Connect to Desktop. Please wait
a few minutes and try again. If problem persists, please contact
your Administrator)

桌面不可用。这是分配器服务发出的一般消息。尝试查看计算机

和租户系统的状态，看看是否还有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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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连接桌面。桌面已分配给其他用户。请联系您的管理员。错

误详细信息: 桌面已处于“已分配”状态。(Unable to Connect
to Desktop. Desktop has been allocated to a different user.
Please Contact your Administrator. Error Details: Desktop
Already in Allocated State.)

此桌面已分配给其他用户。会话具有的 GUID 与当前用户不同。

登录失败。请联系您的管理员。错误详细信息: 无法使用凭据查

找用户 GUID (Login Failure. Please contact your Administrator.
Error Details: Unable to lookup user GUID using credentials)

Horizon DaaS 软件在 GUID 查找期间引发了一个异常。可能的

原因包括：域控制器处于脱机状态；架构节点存在故障；一般租

户问题。

无法连接桌面。请等待几分钟，然后重试。如果问题仍然存在，

请联系您的管理员。错误详细信息: 未知 IP 地址 (Unable to
Connect to Desktop. Please wait a few minutes and try again.
If problem persists, please contact your Administrator. Error
Details: Unknown IP Address)

IP 地址为空或无效。如果 DaaS Agent 正在登录，或虚拟机正

在启动，IP 地址可能为空。

无法连接桌面。请联系您的管理员。错误详细信息: 无效的 IP
地址 <IP_address> (Unable to Connect to Desktop. Please
contact your Administrator. Error Details: Invalid IP Address
<IP_address>)

仅当 IP 地址已知时才会列出。

无法连接桌面。请联系您的管理员。错误详细信息: 无法检索租

户域信息 (Unable to Connect to Desktop. Please contact your
Administrator. Error Details: Unable to retrieve Tenant Domain
information)

数据库中未记录域信息。DaaS 平台无法将租户与任何域相关联。

登录失败: 未知用户名或密码错误。请重试。(Login Failure:
Unknown user name or bad password. Please try again.)

用户名或密码对给定的域无效。

无法分配桌面，无桌面可用。池中的所有桌面当前正在使用。

(Unable to Allocate Desktop, No Desktops Available. All
desktops in pool are currently in use.)

动态池中没有桌面可供用户使用。

无法连接桌面 (当前连接的协议不兼容)。请注销之前的会话，然

后重试。(Unable to Connect to Desktop (current connected
protocol incompatible). Please log off previous session and try
again.)

分配器服务指示当前会话使用的是不兼容的协议。

无法完成注销。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您的管理员。错误详

细信息: 无效的会话 ID (Unable to complete log off. If problem
persists, please contact your Administrator. Error Details:
Invalid session id)

如果 DaaS 平台无法解析 XML、XML 中返回的会话 ID 密钥为

空，或者密钥的格式不正确，则会出现此错误。

无法完成注销。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您的管理员。错误详

细信息: 无法将会话 ID 与活动会话相关联 (Unable to complete
log off. If problem persists, please contact your Administrator.
Error Details: Unable to Associate Session Id with Active
Sessions)

当前用户没有活动会话。

具有托管基础架构的 Horizon Cloud 管理指南

VMware, Inc.  120



无法完成注销。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您的管理员。错误详

细信息: 与桌面管理器通信时出错 (Unable to complete log off. If
problem persists, please contact your Administrator. Error
Details: Error communicating with Desktop Manager)

如果 DaaS 平台引发异常，会出现此错误。

桌面 <x>,<n> 不在授权桌面列表中 (The desktop <x>,<n> is not
in the list of entitled desktops)

在此消息中，<x> 是您尝试启动的应用程序名称，<n> 是一个数

字。

此消息表示您可能正在使用不兼容的 Horizon Client，应该参考

客户端的发行说明，以确认 Horizon Client 是否支持远程应用程

序功能。

n 与密码更改有关的错误消息

下表列出了用户尝试在 Horizon Client 中更改其密码时可能会收到的错误消息及原因。

请输入旧密码和新密码 (Please Enter the Old Password and the
New Password)。

部分或全部密码字段为空。

提供的旧密码无效，请重试 (Provided Old Password is invalid,
please try again)。

如果您登录时使用的密码与“旧密码”不同，会出现此错误。

提供的新密码不匹配，请重试 (Provided New Passwords do not
match, please try again)。

用户键入密码时出错。

请输入与旧密码不同的新密码 (Please Enter a New Password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Old Password)。

用户输入的新密码与旧密码相同。

无法更改密码。请重新启动 Horizon Client，然后重试。错误详

细信息 <message from View Agent> (Unable to Change
Password. Please restart Horizon Client and try again. Error
Detail <message from View Agent>)

用户选择桌面，完成密码更改屏幕，并单击连接之后，View
Agent 无法更改域密码。

注意   密码更改屏幕之后，出现一个用户确认对话框，错误地指

示“您已成功更改了密码，以后应使用新密码”(You
successfully changed your password and should use it in the
future)。

n 请注意，不能在 Horizon Client 密码中使用以下字符组合：

<

>

<!—

&amp;

n 例如，不支持以下密码：

Desktone

< Desktone>

Desktone <!—

Desktone&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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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租户时的紧急直接桌面连接
在租户关闭或无法访问，但网络仍正常运行的紧急情况下，您可以在全局范围内指示所有 DaaS 代理允许暂

时 RDP 本机访问，以便 终用户能够在代理未运行的情况下进行连接。

要启用此暂时性功能，需直接或通过 GPO 策略向桌面虚拟机中添加下述注册表项。请根据 DaaS 代理是安

装在 32 位还是 64 位 Windows 系统上，在以下位置之一添加这些注册表项：

n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VMware, Inc.\VMware DaaS Agent（32 位）

n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VMware, Inc.\VMware DaaS Agent（64 位）

注册表项 类型 值

AllowDirectConnections DWORD 0 = 不允许直接连接

1 = 允许直接连接。

DirectConnectionExpiryInUTC REG_SZ 启用了直接连接访问 (AllowDirectConnections = 1) 时允许直接连接的截止日期

和时间。

日期和时间格式：YYYY-MM-DD HH:MM:SS

此功能具备以下要求：

n 使用的是 DaaS 代理 17.2。

n 未通过 View 或任何其他 GPO 阻止 RDP 访问。

n 用户所在的组与桌面分配相关联。DaaS 代理会为桌面中的 RDP 访问配置相同的用户/组（本地 RDP 组）。

注意   默认组策略刷新时间间隔为 90 分钟。要强制以更快的频率进行刷新，您需要执行其他一些步骤。请

参阅相关 Microsoft 文档，以了解更多信息。

“提供反馈”菜单选项不起作用
在管理控制台中单击提供反馈菜单选项时，不发生任何事情或出现浏览器错误消息。

问题

管理控制台的“帮助”菜单 ( ) 包含提供反馈选项。根据您对本地系统的浏览器或邮件应用程序所做的设

置，在单击该选项时，您可能会看到出现以下情况之一：

n 不发生任何事情。

n 显示浏览器错误消息。

原因

此菜单选项设计用于使用 mailto:feedback.horizonair@vmware.com 运行本地系统默认邮件应用程序的

新建邮件操作。在浏览器无法执行 mailto 操作时会发生此错误，例如在以下这些情况下：

n 浏览器设置为阻止弹出窗口。

n 没有为浏览器的应用程序列表配置 mailto 内容类型的默认操作，或已为 mailto 内容类型配置了操作

始终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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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本地系统中没有配置默认的本地邮件应用程序

解决方案

1 如果浏览器阻止弹出窗口，请将管理控制台的 URL 添加到例外列表中。

2 为浏览器的 mailto 内容类型的操作配置一个邮件应用程序，以便提供反馈选项能够成功地打开新的电

子邮件表单。

3 如果不希望更改浏览器设置，您可以通过向 feedback.horizonair@vmware.com 手动发送电子邮件的

方式来提交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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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说明 15
以下是关于各种系统功能的技术说明。

n 自定义品牌

如果您的桌面门户拥有自定义品牌方案，则需要在升级租户后检查一切显示是否都正常。由于 VMware
品牌标识变化，有几个区域您需要特别注意。

n 登录页面：

CSS 选择器：#productNameInner

您可能需要调整左边距属性和/或减小字体大小，例如：

font-size: 14px;

n 其他页面：

您可能需要进行与登录页面相同的更改。此外，您可能还需要调整 #banner 选择器的背景位置：

background-position: 0px 0px;

n 启用 Post-Sysprep 命令

n 要启用 Post-Sysprep 命令，请先在桌面上执行以下步骤，然后再将其转换为映像。

1. 在 C:\ 驱动器下面创建一个名为 sysprep 的文件夹。

2. 在 sysprep 文件夹中创建一个名为 postprep-extra.bat 的批处理文件。

3. 在该批处理文件中添加所需的命令，然后保存该文件。

4. 将桌面转换为映像。文件路径为：c:\sysprep\postprep-extra.bat。Sysprep 会在执行 specialize
pass 过程中启动此批处理文件（在代理出现并加入域之前）。

n 要在转换为黄金模式（在加入域之前执行）之前在模板中设置 post sysprep 批处理文件，请执行以

下步骤。

1. 创建批处理文件：c:\sysprep\postprep-extra.bat

2. 创建 C:\Sysprep\.... 文件夹结构（对于 Windows 7）：C:\Sysprep\ postprep-extra.bat

3. 使用命令保存该文件。sysprep 会在执行完之后执行此批处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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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控制台（测试版功能） 16
技术支持控制台是一个用户界面，可用于访问虚拟机，执行运行状况扫描，获取远程协助以及执行其他任务。

有关测试版功能和支持的声明

技术支持控制台按“原样”提供，不包含任何明示或暗示的 SLA 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适销性、适用于特

定用途和不侵权的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作者或版权所有者对因本软件或本软件的使用或其他交易而产生的

任何索赔、损害或其他责任，无论是合同、侵权还是其他方式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如果在使用技术支持控制台时遇到问题，您可以将问题发送到 deployment@vmware.com。VMware 不承诺

为任何技术支持控制台问题提供任何功能或解决方案。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访问技术支持控制台

n 启动虚拟机控制台

n 设置运行状况扫描

n 获取远程协助

n 查看“使用情况报告”

n 映像上载

n 查看历史记录

访问技术支持控制台

您可以从 Web 浏览器中访问技术支持控制台。

请注意以下事项：

n 使用 HTTPS，而不是 HTTP。使用 HTTP 将无法启动控制台。

n 只支持使用 Chrome 浏览器访问控制台。暂不支持以下浏览器：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Firefox、
Safari 和 Opera。

n 如果控制台访问启动失败，您可能需要打开以下 URL，并接受证书：

https://<tenant_appliance_tenant_network_ip>:18001/

n 在基于 vCloud Director 的环境中，您需要确保浏览器接受 vCloud Director 服务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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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只有以下人员能够访问技术支持控制台：

n 租户管理员（拥有管理控制台管理员访问权限的用户）

n Horizon_Air_Helpdesk AD 组的成员。可以使用该组为不是租户管理员的支持人员提供访问权限。

步骤

1 在 Chrome Web 浏览器中，导航到 https://<TenantApplianceNodeAddress>/haca，其中

<TenantApplianceNodeAddress> 是租户的 IP 地址。

此时会显示登录页面。

2 输入您的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确认所选的域正确无误，然后单击登录。

此时会显示“虚拟机”选项卡，其中包含所有池中的全部虚拟机列表。

启动虚拟机控制台

要在技术支持控制台中启动某个虚拟机的控制台，请在“虚拟机”列表中单击该虚拟机名称。

此时会打开一个控制台，显示虚拟机的登录屏幕。控制台窗口右上角的按钮支持 Ctrl-Alt-Del 和电源操作。

设置运行状况扫描

运行状况扫描工具允许您对虚拟机更改的应用情况进行监控，这些更改可能会影响端口访问、性能或 终用

户对桌面的整体访问。

步骤

1 在要监控的所有虚拟机上安装 Horizon DaaS Health Agent。单击“虚拟机运行状况扫描”选项卡右上

角的安装 Horizon DaaS Health Agent 链接可了解更多信息。

注意   默认情况下，Health Agent 会侦听 TCP 端口 10762。

2 根据需要使用“扫描筛选器”字段和/或“选择池”下拉列表筛选此列表。

3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之一启动扫描：

n 单击一次性扫描立即执行单次扫描。

n 输入分钟数，然后单击调度扫描以按照选定的时间间隔调度循环扫描。

以下所述的列中此时会显示有关扫描虚拟机的信息。

列 说明

虚拟机 虚拟机的名称。

池 虚拟机所属的池（分配）。

IP 虚拟机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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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说明

结果 扫描的总体结果。结果可能是：

n 关闭电源 – 已关闭虚拟机电源。

n 代理故障 – 未在虚拟机上安装 Health Agent 或无法访问

Health Agent。
n 虚拟机问题 – 由旁边带有数字的“X”图标指示。虚拟机

有一个/多个问题，这些问题会在其他列中详细说明。

端口 确认所需的端口已经打开。

防火墙 指示虚拟机防火墙是否已启用。

休眠策略 指示是否对虚拟机设置了使其进入休眠状态的休眠策略。

服务 确认以下服务正在运行：

n 桌面窗口管理器会话管理器

n VMware HTML Access (Blast)
n VMware Horizon Agent
n VMware DaaS Agent
n VMware Tools

RDP 已启用 确认 RDP 已经启用，并设置为允许从运行任何版本的 RDP 的
计算机连接。

错误的 IP 确认桌面的 IP 地址不是 169.x.x.x，以便更可能获取 DHCP。

DHCP 确认已针对 DHCP（而不是 STATIC）设置桌面。

域信任关系 确认桌面和域控制器之间的域信任关系。

远程协助 确认桌面上已启用远程协助。

4 扫描完成后，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n 将鼠标悬停在扫描结果表格中的错误上可查看更多信息。

n 单击列表左上角的报告按钮（带有报告: <day date time> 标签的按钮），可查看 近执行的扫描的

历史记录。在此表格中，双击行中的任意位置可打开相应扫描的结果。

n 选中只显示有错误的虚拟机复选框，可隐藏没有错误的虚拟机。

n 在“搜索”字段中键入虚拟机的名称或部分名称，然后按 Enter 可按名称搜索虚拟机。

n 在“显示”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值，可调整每页显示的虚拟机数量。

n 单击导出，然后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n 复制 – 将信息复制到剪贴板。

n CSV – 以 CSV 格式导出结果。

n PDF – 以 PDF 格式导出结果。

n 打印 – 生成可打印的 Web 版结果。

获取远程协助

远程协助工具为技术支持操作员或管理员提供了一种制作活动用户会话卷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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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使用此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单击“远程协助”选项卡上的远程协助指南链接。

查看“使用情况报告”

“使用情况报告”选项卡显示使用情况趋势，并允许您查看用户活动会话报告。

“使用情况报告”可按日期、池和数据类型进行筛选。“使用情况报告”中显示的数据包括：

n 使用情况趋势 – 大并发用户数、 大并发会话数、每日唯一用户数和总容量

n 用户信息 – 客户端访问统计信息、内部与外部用户访问

n 会话信息 – 协议、服务类型、会话持续时间

基于池的使用情况信息（例如，访问特定池的 大并发用户数和唯一用户数）可帮助确定您 RDSH 池上应

用程序的整体利用率和许可要求。

从“使用情况报告”下拉菜单中选择用户活动可查看“用户活动摘要”。

单击“用户活动摘要”列表中的用户名，可查看用户活动详细信息。

映像上载

通过使用映像上载功能，您可以上载操作系统映像以在创建分配时使用。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之一完成此操作：

n 如果您已经准备了虚拟机，可以从其当前位置上载映像。

n 您可以使用工具 hvexport 导出 Horizon View 桌面池模板，然后再使用“映像上载”功能导入准备好的

模板。

上载映像

上载现有映像的过程包括以下几部分。

n 准备要上载的映像。

n 执行上载步骤。

n 对上载问题进行故障排除（如有必要）。

准备要上载的映像

可以将映像上载服务用于 OVF 格式的一般虚拟机模板。导入之前，必须先对虚拟机完成适当的准备工作。

步骤

1 单击“帮助”链接以查看桌面软件/服务的要求。

2 单击“下载代理”链接下载所需的软件（代理）和 SSL 证书。这些文件是由您的服务提供商根据您的租

户设备版本而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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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认已满足以下要求。

n 软件

您可以从“映像上载服务”页面上的“下载代理”链接下载所需软件。必须安装以下软件：

n Horizon DaaS 代理

n Horizon Agent

n Horizon DaaS Health Agent

n SSL 证书

必须在 DaaS 代理中配置 Horizon DaaS 租户证书文件。您可以从“映像上载服务”页面上的“下

载代理”链接下载此文件。对于 x64 系统上的默认 DaaS 代理安装，必须将证书文件复制到：

C:\Program Files (x86)\VMware\VMware DaaS Agent\cert\cacert.pem

n 服务

必须将以下服务配置为自动启动：

n VMware DaaS 代理（DaaS 代理）

n VMware Horizon View Agent (WSNM)

n Windows 防火墙 (MpsSvc)

n 桌面窗口管理器会话管理器 (UxSms)

n VMware Blast (VMBlast)

4 如果有多个桌面管理器，请更新 DaaS 代理配置文件中的桌面管理器 IP 地址。对于 x64 系统上的默认

DaaS 代理安装，配置文件为：

C:\Program Files (x86)\VMware\VMware DaaS Agent\service\MonitorAgent.ini

n 找到以下行：

;standby_address=<uncomment and add comma separated standby address list>

n 通过移除行开头的分号取消注释此行，然后添加逗号分隔的桌面管理器地址。例如：

standby_address=192.168.11.3,192.168.11.4,192.168.11.5,192.168.11.6

5 在执行导出之前，确认以下内容：

n 网络适配器类型为 VMXNET3。E1000 无法使用。

n 虚拟机没有连接 ISO。您可以安全地移除任何虚拟 CD-ROM 驱动器。

n 目标管理程序支持您的虚拟机版本。由于采用混合型基础架构，可能不会总是支持 新版本的虚拟

机。请尽量将您的虚拟机保持为较低版本。例如，版本 8。您可以联系您的服务提供商，了解有关

支持的虚拟机版本的信息，或者尝试使用此工具，因为如果虚拟机版本不兼容，此工具会报告错误。

n 未在虚拟机上启用 3D 图形卡功能。

n 虚拟机被导出为 OVF，因为映像上载功能当前不支持 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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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映像

准备好映像后，可以上载该映像。

步骤

1 在“映像上载”选项卡上，单击选择文件按钮，以选择虚拟机文件。

通常情况下这些文件包括：

n 一个 .ovf 文件

n 一个或多个 .vmdk 文件

n 可能还包括一个 .mf 文件

请注意以下事项：

n 请勿选择任何 .iso 文件。如果看到任何 .iso 文件，请编辑您的虚拟机，移除所有 CD-ROM 驱动程

序，然后再次导出。

n 目前尚不支持 OVA 文件。要将 OVA 文件转换为 OVF 格式，请将 OVA 文件扩展名“.ova”重命名

为“.zip”，然后使用压缩工具提取存档。提取的文件为 OVF 格式。

上载的虚拟机模板会被转换为桌面映像。

2 选择 ovf 文件后，单击配置链接以显示配置页面，并填写适当的配置。

3 单击开始导入按钮，以启动导入过程。

此时会通过一条详细消息来显示导入进度。

注意   您可以将上载的虚拟机部署到另一个数据中心或桌面管理器，而无需再次上载。选中“映像文件”

部分中的之前已上载单选按钮可重复使用上载的文件。

上载问题故障排除

如果上载过程失败，将会在“映像上载”选项卡的下半部分中显示故障详细信息。

n 如果尚未部署虚拟机，可能需要重新上载新映像或尝试重新部署虚拟机，具体取决于错误原因。

n 如果已部署虚拟机，但转换黄金模式失败，那么，虚拟机可能会显示在模式管理中的“导入的桌面”池

中或“保留的桌面”中。在那里找到此虚拟机，并使用技术支持控制台和管理控制台中的“控制台访问”

功能手动准备映像。这样您就可以跳过重新上载/重新部署操作，如果虚拟机映像较大，此操作可能需要

较长时间。

使用来自 Horizon View 的模板

要使用来自 Horizon View 的模板，您必须执行以下操作。

n 从 Horizon View 导出模板并准备映像

n 在技术支持控制台中上载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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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Horizon View 导出模板并准备映像

可使用 hvexport 工具从 Horizon View 导出桌面池模板。

该工具还帮助准备映像，包括检查配置，下载正确的软件，以及自动安装和下载 DaaS 证书并将其复制到

DaaS Agent 文件夹中。

步骤

1 单击“映像上载”页面上的帮助链接。

2 单击相关链接以下载此工具和平台配置。

平台配置是动态生成的，此工具需要使用这些配置。

3 提取所下载的存档。

hvexport 工具中包含三个文件夹（export、repos 和 software）和五个文件：

n hvexport.bat

n hvexport.jar

n hvexport.sh

n ImgUploadSvc.conf

n readme.txt

这些文件按以下方式组织：

n 所下载的 ImgUploadSvc.conf 位于工具文件夹中。

n 所需的软件（例如，DaaS Agent 和 View Agent）自动下载到软件目录中。

n 导出目录是将 Horizon View 桌面池模板导出到的默认目录。

注意   此工具是一个 Java 应用程序，需要具备 JRE 才能运行。

4 使用 hvexport.bat 或 .sh 启动此应用程序。按照工具指南导出虚拟机并准备操作系统映像。

这是一个交互式工具， 终将在 vCenter 上创建目标模板虚拟机的链接克隆，并自动将所需软件上载到

客户机操作系统。以下各项会自动下载：

n Horizon DaaS Agent

n Horizon View Agent

n Horizon DaaS Health Agent

此外，需要具有租户证书 (cacert.pem) 才能准备黄金模式。此工具也会准备该证书，此证书包含在以前

下载的平台配置文件 (ImgUploadSvc.conf) 中。

上载的文件应该会自动安装。如果映像准备期间出错，您可以在目标桌面上手动执行此操作。

hvexport 工具会在软件安装完成后对环境进行验证。

此工具还会将状态保存到文件中，以便能够重新开始。以前输入的字段将拥有默认值。例如，连接服务

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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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直接按 Enter 以使用默认值。

上载文件

导出模板并准备好映像文件之后，可以在技术支持控制台中上载该文件。

默认情况下，模板在导出后会显示在 hvexport 工具的导出目录中。

步骤

1 在“映像上载”选项卡上，单击选择文件，然后选择导出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可能存在的.iso 文件除

外。该文件夹中应该有一个 .ovf 文件、一个 pool.conf 文件，以及一个或多个 .vmdk 文件。请勿上载任

何 iso 文件。

如果 pool.conf 文件是一个由 hvexport 工具导出的池，将会自动显示此配置，并且会预填充一些字段。

2 单击确定关闭该对话框。

3 单击“开始导入”按钮。

此时会完成导入过程，并在屏幕上显示导入进度。

查看历史记录
“历史记录”选项卡提供了用于审核的访问日志。

您可以使用页面顶部的控件按池（分配）搜索或筛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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