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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租用戶 - 使用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IMS)

此說明文件集說明如何在第一代 Horizon Cloud Service 環境中使用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IMS)，包括
如何設定服務，以及如何建立、自訂和發佈映像版本以供雲端連線 Horizon 網繭中的桌面指派使用。

重要   只有在您具有第一代租用戶環境，並將在該第一代環境中使用 IMS 功能的案例中，才使用此頁面
集。自 2022 年 8 月起，下一代 Horizon Cloud Service 開始正式提供，並在此處提供自己的《使用 
Next-Gen》說明文件集。請參閱下列螢幕擷取畫面，以得知下一代說明文件集在 docs.vmware.com 的
位置。

當您具有下一代租用戶時，您自然會在該下一代環境中使用 IMS 功能。這些下一代 IMS 功能及其使用方式
位於下一代說明文件集中，從下一代管理 Horizon 映像開始的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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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如雲端式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導覽中所述，主控台是動態的，且可反映適用於租用戶環境
之最新組態的功能。對本說明文件中所述功能的存取權可能取決於多個因素，包括但不限於：

n 功能是否取決於僅在最新 Horizon Cloud Pod 資訊清單、Horizon 網繭版本或 Horizon Cloud 
Connector 版本中可用的系統程式碼。

n 是否存取處於「限制可用性」的功能，如功能首次推出時的版本說明中所述。

n 功能是否需要特定授權或 SKU。

當您在本說明文件中提及某個功能，但未在主控台中看見該功能時，先檢查版本說明以瞭解該功能的存取
是否受到限制，以及您可以在租用戶中要求啟用的方式。或者，如果您認為有權使用本說明文件中所述的
功能，但您未在主控台中看見該功能，您可以詢問您的 VMware Horizon Cloud Service 代表，或如果您
沒有代表，則可以向 Horizon Cloud Service 團隊提出服務要求 (SR)，如如何在 Customer Connect 中
提出支援請求 (VMware KB 2006985) 中所述。

預定對象
如果您需要為第一代環境中的 VMware Horizon 桌面指派設定、自訂及發佈系統映像，此資訊適用於您。

這些資訊是針對熟悉虛擬機器技術及資料中心作業的資深 Windows 系統管理員所撰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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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租用戶 - Horizon Image 
Management Service (IMS) 簡介 1
此說明文件頁面介紹可在第一代 Horizon Cloud Service 環境中使用的 IMS 功能。

使用此頁面
重要   只有在您具有第一代租用戶環境，並將在該第一代環境中使用 IMS 功能時，才使用此頁面。自 
2022 年 8 月起，下一代 Horizon Cloud Service 開始正式提供，並在此處提供自己的《使用 Next-
Gen》說明文件集。

當您具有下一代租用戶時，您自然會在該下一代環境中使用 IMS 功能。這些下一代 IMS 功能及其使用方式
位於下一代說明文件集中，從下一代管理 Horizon 映像開始的頁面。

擁有下一代環境的一個跡象是，在您登入您的環境並看到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標籤後，瀏覽器的 
URL 欄位包含類似 /hcsadmin/ 的部分。第一代主控台的 URL 則具有不同的內容 (/horizonadmin/)。

IMS - 雲端式服務
在總體層面上，IMS 是一項雲端式服務，可讓您以簡便且自動化的方式管理雲端連線 Horizon 網繭中的桌
面指派 (例如桌面集區和伺服器陣列) 所使用的系統映像。

主要優點
要順利進行 Horizon 工作流程，就必須及時不懈地管理佈建給使用者的虛擬機器和桌面指派據以運作的系
統映像。管理系統映像可能是既枯燥又耗時的程序，因為對於映像的每一項自訂，管理員都必須逐一更新
相關聯的桌面指派。

第一代 IMS 透過提供下列功能和優點，簡化並精簡了此程序。

n 集中式目錄，可用於您的站台和雲端連線 Horizon 網繭中受管理的映像。

n 自動複寫雲端連線 Horizon 網繭中的系統映像。不同網繭和站台上的桌面指派可輕鬆地重複使用此服
務所管理的相同映像。

n 自動化版本控制和映像追蹤。

n 使用參考標記，以自訂映像自動更新桌面指派。您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在您的站台和雲端連線 Horizon 
網繭間輕鬆且有效地更新桌面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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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IMS 可大幅減少以最新映像維護桌面指派所需的時間和人力，讓管理員能夠更加專注在對映像本身
自訂業務關鍵作業系統設定和應用程式。

本章節討論下列主題：

n 第一代租用戶 - IMS 入門

n 第一代租用戶 - IMS 系統需求

n 第一代租用戶 - 對源自第一代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之映像的 IMS 支援

n 第一代租用戶 - IMS 系統架構

n 第一代租用戶 - 瞭解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租用戶中的映像管理工作流程

n 使用標記

n 第一代租用戶 - 在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環境中，IMS 的已知限制和問題

第一代租用戶 - IMS 入門
此說明文件頁面提供您在開始使用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環境中可用的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IMS) 功能
之前，必須完成的高階步驟。

使用此頁面

重要   只有在您具有第一代租用戶環境，並將在該第一代環境中使用 IMS 功能時，才使用此頁面。自 
2022 年 8 月起，下一代 Horizon Cloud Service 開始正式提供，並在此處提供自己的《使用 Next-
Gen》說明文件集。

當您具有下一代租用戶時，您自然會在該下一代環境中使用 IMS 功能。這些下一代 IMS 功能及其使用方式
位於下一代說明文件集中，從下一代管理 Horizon 映像開始的頁面。

擁有下一代環境的一個跡象是，在您登入您的環境並看到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標籤後，瀏覽器的 
URL 欄位包含類似 /hcsadmin/ 的部分。第一代主控台的 URL 則具有不同的內容 (/horizonadmin/)。

第一代租用戶中的 IMS - 高階步驟

備註   其中有部分高階步驟會參考第一代 Horizon Cloud Horizon Cloud - 部署和上架網繭或管理您的 
Horizon Cloud 租用戶環境和已上架的網繭機群中頁面的說明。請使用高階步驟中提供的超連結，開啟包
含詳細指示的 HTML 說明文件頁面。

1 熟悉第一代租用戶 - IMS 系統需求以及第一代租用戶 - 在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環境中，IMS 的已知
限制和問題。

這些頁面包含一些重要資訊，例如：目前支援將哪些 Horizon 網繭部署模型與 IMS 搭配使用，以及重
要軟體元件的所需版本。

第一代租用戶 -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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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網繭新增至第一代租用戶的網繭機群中。

n 對於使用連線伺服器軟體的 Horizon 網繭部署，請遵循使用 Horizon Cloud Connector 將網繭連
線至第一代租用戶的步驟，從您將手動部署之現有 Horizon 網繭上架以作為 Horizon Cloud 租用
戶環境第一個網繭時的高階工作流程頁面開始。

n 針對第一代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請遵循從您的第一個 Horizon Cloud 雲端
連線網繭是在使用網繭部署工具將網繭部署至 Microsoft Azure 後所產生時適用的高階工作流程開
始的步驟。

3 對於 Horizon 網繭，請設定參與的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

a 驗證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是否符合第一代租用戶 - IMS 系統需求中所述的先決條件。

b 設定 vCenter Server 登入認證。請參閱雲端連線的 Horizon 網繭 - 設定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
體以與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搭配使用。

4 將映像匯入映像目錄中。

n 針對源自 vCenter Server 的映像，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IMS 和 Horizon 8 網繭 - 將映像從 
vCenter 匯入至映像目錄。

n 針對源自 Microsoft Azure Marketplace 的映像，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IMS 和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 - 將映像匯入至映像目錄。

5 發佈映像版本。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發佈映像版本 -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6 建立桌面指派，並使其使用映像目錄中的受管理映像。

n 針對涉及來自 Horizon 網繭受管理映像的指派，請參閱為多雲端指派建立新的桌面集區和雲端連
線的 Horizon 網繭 - 從受管理的映像建立自動伺服器陣列。

備註   適用於此網繭類型，在本指南中，桌面指派是指下列其中一項：自動完整複製桌面集區、自
動即時複製桌面集區、自動即時複製伺服器陣列。

n 如果指派涉及來自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的受管理映像，請參閱第 4 章 
Microsoft Azure 中的網繭 - 使用受管理的映像建立 VDI 多雲端指派。

在執行上述步驟後，現已為第一代環境設定了 IMS。

第一代租用戶 - IMS 系統需求
若要支援在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環境中使用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IMS) 功能，請確保您的系統環境和
元件符合下列需求。

重要   如需在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環境中使用 IMS 功能的其他重要支援和非支援資訊，請檢閱第一代版
本目前已知的限制和問題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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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頁面

重要   只有在您具有第一代租用戶環境，並將在該第一代環境中使用 IMS 功能時，才使用此頁面。自 
2022 年 8 月起，下一代 Horizon Cloud Service 開始正式提供，並在此處提供自己的《使用 Next-
Gen》說明文件集。

當您具有下一代租用戶時，您自然會在該下一代環境中使用 IMS 功能。這些下一代 IMS 功能及其使用方式
位於下一代說明文件集中，從下一代管理 Horizon 映像開始的頁面。

擁有下一代環境的一個跡象是，在您登入您的環境並看到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標籤後，瀏覽器的 
URL 欄位包含類似 /hcsadmin/ 的部分。第一代主控台的 URL 則具有不同的內容 (/horizonadmin/)。

第一代控制平面需求
若要在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環境中使用 IMS，必須對第一代租用戶進行適當的設定，以使用 Horizon 映
像管理服務。管理主控台是動態的，當控制平面帳戶設定了適當的功能時，管理主控台會顯示與 IMS 相關
之工作流程的選項。

這些控制平面帳戶設定可能包括啟用以下功能：

n 專用 VDI 桌面 (有時稱為持續性桌面)

n 浮動 VDI 桌面 (有時稱為非持續性桌面)

n App Volumes on Azure

與第一代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搭配使用時
如《第一代部署指南》中所述，這些網繭是以第一代 Horizon Cloud Pod 管理員技術為基礎，並在您的 
Microsoft Azure 訂閱中執行。

網繭需求：

n Microsoft Azure 上第一代租用戶的所有網繭都必須採用資訊清單 2632 版或更新版本。

n 進行任何映像作業之前，網繭必須處於線上且狀況良好。

n 網繭必須位於單一 Microsoft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AD) 租用戶中。

租用戶需求：

n 租用戶環境必須設定為使用 Universal Broker。如需在 Horizon Cloud 租用戶環境中設定 
Universal Broker 和使用者指派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管理指南》。

n 必須啟用您的租用戶，才能使用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功能。如果您想要向客戶服務確認您的租
用戶已啟用，您可以開啟資訊 (非技術) 服務要求 (SR)，如如何在 Customer Connect 中提出支援
要求 (VMware 知識庫 2006985) 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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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源自 Microsoft Azure Marketplace 並在 [映像 (目錄)] 頁面上管理的映像，Microsoft Azure 核心
配額和公用 IP 位址佈建的需求：

n 確保您具有下列計算大小佈建所需的 CPU 核心配額。如果 Azure 訂閱中的 CPU 核心配額佈建不
足，映像管理作業將會失敗，並顯示 Microsoft Azure 錯誤。

n Standard_DS2_v2，適用於不含 GPU、未使用 Windows 11 的虛擬機器

n Standard_D4s_v3，適用於不含 GPU、使用 Windows 11 的虛擬機器

n Standard_NV12s_v3，適用於含 GPU 的虛擬機器

n 確保在網繭中具有的桌面子網路可允許足夠數目的 IP 位址。如果子網路佈建不足，則映像管理作
業將會失敗，並顯示 Microsoft Azure 錯誤。

n 如果您計劃使用 Microsoft 遠端桌面通訊協定 (RDP) 來存取基礎虛擬機器以進行任何自訂，請確
保您已佈建所需數目的公用 IP 位址。如果公用 IP 位址佈建不足，則映像管理作業將會失敗，並顯
示 Microsoft Azure 錯誤。

服務主體需求：

n 您必須在所有網繭和訂閱中使用相同的服務主體，或者每個服務主體都必須對您環境中網繭使用的
每個 Microsoft Azure 訂閱具有讀取存取權。

由於這些網繭可能位於不同的訂閱中，以上需求可讓每個網繭訂閱對其他所有網繭訂閱具有直視
性，如此才能根據 Azure 共用映像庫中的映像來建立映像，無論映像庫所在的網繭位於何處。

n 您想要使用的任何自訂角色 (例如，非參與者角色) 必須具有必要權限，如以下 JSON 檔案所示。

備註   以下 JSON 說明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所需的權限，包括 IMS 所需的另
外五項 Microsoft.Compute/galleries/ 權限。另請參閱當您的組織希望對 Horizon Cloud 應用
程式登錄使用自訂角色時。

如需使用 JSON 檔案建立自訂角色所需的步驟，請參閱 Microsoft 說明文件主題使用 Azure 入口
網站建立或更新 Azure 自訂角色，並使用「從 JSON 開始」選項。

"properties": {
        "roleName": "<Give a name say such as IMS-custom-role",
        "description": "Minimum set of Horizon Cloud pod required operations + Image 
Management functionality",
        "assignableScopes": [
            "/subscriptions/<Fill the subscription id>"
        ],
        "permissions": [
            {
                "actions": [
                    "Microsoft.Authorization/*/read",
                    "Microsoft.Compute/*/read",
                    "Microsoft.Compute/availabilitySets/*",
                    "Microsoft.Compute/disks/*",
                    "Microsoft.Compute/images/*",
                    "Microsoft.Compute/locations/*",
                    "Microsoft.Compute/virtualMachines/*",
                    "Microsoft.Compute/virtualMachineScale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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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Compute/snapshots/*",
                    "Microsoft.DBforPostgreSQL/*",
                    "Microsoft.KeyVault/*/read",
                    "Microsoft.KeyVault/vaults/*",
                    "Microsoft.KeyVault/vaults/secrets/*",
                    "Microsoft.Network/loadBalancers/*",
                    "Microsoft.Network/networkInterfaces/*",
                    "Microsoft.Network/networkSecurityGroups/*",
                    "Microsoft.Network/publicIPAddresses/*",
                    "Microsoft.Network/virtualNetworks/read",
                    "Microsoft.Network/virtualNetworks/write",
                    "Microsoft.Network/virtualNetworks/checkIpAddressAvailability/
read",
                    "Microsoft.Network/virtualNetworks/subnets/*",
                    "Microsoft.Network/virtualNetworks/virtualNetworkPeerings/read",
                    "Microsoft.Resources/subscriptions/resourceGroups/*",
                    "Microsoft.ResourceHealth/availabilityStatuses/read",
                    "Microsoft.Resources/deployments/*",
                    "Microsoft.Storage/*/read",
                    "Microsoft.Storage/storageAccounts/*",
                    "Microsoft.Compute/galleries/read",
                    "Microsoft.Compute/galleries/write",
                    "Microsoft.Compute/galleries/delete",
                    "Microsoft.Compute/galleries/images/*",
                    "Microsoft.Compute/galleries/images/versions/*"
                    "Microsoft.MarketplaceOrdering/offertypes/publishers/offers/plans/
agreements/read"
                    "Microsoft.MarketplaceOrdering/offertypes/publishers/offers/plans/
agreements/write"
                ],
                "notActions": [],
                "dataActions": [],
                "notDataActions": []
            }
        ]
    }
}

有關源自第一代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之映像的其他支援考量事項

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對源自第一代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之映像的 IMS 支援。這
些其他考量事項與映像特定項目有關，例如，使用 Windows 11 作為客體作業系統。

Microsoft Azure 虛擬機器 - 第一代 Horizon Cloud 中的世代支援對照表
對於客體作業系統 Windows 10 和 Windows 11，下表詳述有關使用 Microsoft Azure 虛擬機器型號第 1 
代虛擬機器與第 2 代虛擬機器的支援對照表。

Azure 虛擬機器型號 Windows 10 Windows 11

第 1 代虛擬機器 支援 不支援

第 2 代虛擬機器 不支援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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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像版本發佈期間，NSX 代理程式安裝的 NSX 生態系統設定
在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環境中，您會在發佈映像版本期間看到安裝 NSX 代理程式的選項。但是，由於
映像作業是以租用戶為範圍，您必須先在租用戶上的所有必要網繭上設定完整的 NSX 生態系統，之後才能
使用此選項。或者，您可以在有限數目的網繭上設定 NSX，並僅在發佈至這些已啟用 NSX 的網繭時使用
此選項。在選取 [於發佈期間安裝 NSX 代理程式] 選項之前，請確保已在要發佈的所有網繭上安裝並設定
所有相關的 NSX 元件。為與此網繭相關聯的指派啟用 NSX Cloud 網路和安全性功能。請參閱 VMware 
Horizon Cloud Service 產品說明文件，以瞭解 VMware NSX Cloud 與 Microsoft Azure 中的 Horizon 
Cloud Pod。

備註   只有在網繭的虛擬網路上安裝 NSX Cloud 3.1.1 版或更新版本時，才能使用此選項。針對早於 3.1.1 
的 NSX Cloud 版本，請依照 https://kb.vmware.com/s/article/81158 中所述設定 NSX Cloud 閘道的 
Microsoft Azure 私人 DNS，否則映像發佈將會失敗。

在第一代環境中與 Horizon 網繭搭配使用時
如《第一代部署指南》中所述，這些網繭是以 Horizon Connection Server 軟體為基礎。

目前，在第一代租用戶中，IMS 支援的 Horizon 部署模型是內部部署類型。

以下需求適用於目前所支援的所有部署模型，但指出模型特定需求之處除外。

Horizon 部署軟體需求：

n Horizon 部署必須是 IMS 支援的其中一種部署模型。

支援的類型通常會在 IMS - 目前版本的已知限制和問題頁面中說明，此外，此頁面 在第一代環境
中與 Horizon 網繭搭配使用時一節的簡介段落中也會提及。在完成支援其他部署模型的資格認證
之後，屆時將更新此頁面。

然後，在支援的 Horizon 部署模型的環境中，請確定您打算與 IMS 搭配使用且受 IMS 支援的 Horizon 
部署，符合以下需求：

n 執行 Horizon Connection Server 7.13 版或更新版本，並具備有效的授權。

n 已根據適用的 Horizon Connection Server 部署資訊進行部署及設定。若為 7.13 版，請參閱 
Horizon 7 說明文件。若為更新版本，請參閱 VMware Horizon 說明文件。

n 已使用可提供 IMS 支援的 Horizon Cloud Connector 版本來連線至 Horizon Cloud。

請閱讀有關 Horizon Cloud Connector 需求的資訊。

如需有關設定雲端連線網繭以與 IMS 搭配使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IMS 入門。

特定於 IMS 支援的 Horizon Cloud Connector 需求：

儘管 IMS 支援是隨 Horizon Cloud Connector 1.8 版而推出，但該版本已被 Horizon Cloud 
Connector 2.1.2 版及更新版本取代。

最明智的做法是：更新至最新版本的 Horizon Cloud Connector，以取得最新的修正和改進功能。

n 如果您的部署執行的是 vCenter Server 7.0.3，則需要使用 Horizon Cloud Connector 2.3.0 版
或更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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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如果您的部署目前執行的是 Horizon Cloud Connector 1.8 或 1.9，VMware 強烈建議您升級至最
新的 Horizon Cloud Connector 版本。但是，如果您打算繼續執行這個已被取代的舊版本，並希
望使用 IMS 功能，請注意以下幾點：

n 如果該連接器是使用基本功能設定檔來部署，依預設，IMS 的「映像位置服務」會處於非作用
中狀態，您必須手動啟用「映像位置服務」。如需詳細資料，請在 VMware Horizon Cloud 
Service 產品說明文件中，參閱有關為 Horizon Cloud Connector 手動啟用 Horizon Cloud 
服務的相關資訊。

n 如果該連接器是使用完整功能設定檔來部署，依預設，會啟用「映像位置服務」。

vCenter Server 需求

若要支援 IMS 功能，請確定：

n 您在所有要管理的部署站台中都執行 vCenter Server 6.0 或更新版本。

若要使用 vSphere 內容程式庫來進行映像複寫和儲存，IMS 需要適當版本的 vCenter Server。

n 對於您想參與 IMS 工作流程的所有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您必須在其彼此之間建立網路直視
性和驗證信任。您必須手動設定網路直視性和驗證信任。

備註   IMS 不支援讓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的不同群組使用不同身分識別提供者的叢集化拓
撲。

n 已為 vCenter Server 使用者設定了 Horizon 部署所需的所有標準權限。請在 VMware Horizon 
說明文件中參閱 vCenter Server 使用者所需權限的相關資訊。除了這些標準權限之外，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需要下列權限：

n 虛擬機器：此群組中的所有權限

n vApp：此群組中的所有權限

n 內容程式庫：此群組中的所有權限 (在全域權限下授與存取權給 vCenter Server 使用者)

n 資源：將虛擬機器指派給資源集區

n vCenter Server 憑證和指紋中列出的 vCenter Server IP 位址或主機名稱，也會列在 Horizon 
Console 中。請遵循適當的方法，將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新增至 VMware Horizon 部署。

請參閱 VMware Horizon 說明文件。

此外，若要將 IMS 與 vCenter Server 環境相關聯的 Horizon 網繭搭配使用，還應遵循以下準
則：

n 如果 vCenter Server 憑證和指紋以 IP Address 來識別 vCenter Server 的 server name 
(公用名稱/主體別名) 值，則該 IP 位址也必須列在 Horizon Console 中。

n 如果 vCenter Server 憑證和指紋是以 hostname 來識別 vCenter Server 的 server name 
值，則該主機名稱也必須列在 Horizon Console 中。

映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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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租用戶中使用 IMS 來管理 Horizon 映像，請遵守下列需求。

n 確認映像上已安裝最新的 Windows 更新和系統修補程式，且這些項目的安裝程序已完成。

備註   當您嘗試發佈映像時，如果其中任何安裝仍在進行中，代理程式安裝可能停滯。

n 確認所有 Windows 設定 (例如時區、區域和鍵盤配置) 均已完成。

n 確認映像的作業系統上已安裝最新版的 VMware Tools。

n 目前，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支援管理以下列格式儲存的映像：虛擬機器 (VM) 範本和虛擬機器快
照。映像必須位於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上。

n 遵循標準和傳統的 Horizon 指導，來準備映像的客體 Windows 作業系統，以在桌面集區中使
用。例如，若要使用 Windows Server 作業系統類型作為單一工作階段虛擬桌面，Horizon 說明
文件會指出，您必須先執行某些步驟，才能在虛擬機器中安裝 Horizon Agent。有關標準的 
Horizon 指導，請根據您網繭的連線伺服器軟體版本，參閱相關資訊：

n 7.13 版 - Horizon 7 說明文件中的〈在 Horizon 中設定虛擬桌面〉。

n VMware Horizon 8 版本 - Horizon 說明文件中的〈Horizon 中的 Windows 桌面和應用程
式〉。

n 在使用服務之前，請以使用案例所需的格式準備好來源映像。

n 虛擬機器範本是虛擬機器的複本，可用來建立含有完整虛擬機器的自動桌面集區。如需在 
vCenter Server 上建立虛擬機器範本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VMware vSphere 說明文件。

n 虛擬機器快照是 vCenter Server 物件，可在製作快照時擷取父虛擬機器的狀態和資料。您可
以使用虛擬機器快照來建立即時複製桌面集區。如需如何製作虛擬機器快照的相關資訊，請參
閱 VMware vSphere 說明文件。

第一代租用戶 - 對源自第一代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之映像的 IMS 支援
本說明文件頁面說明當您建立及管理源自第一代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的映像時，有關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IMS) 支援的特定考量事項。

小心   只有在符合第一代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的所有需求時，IMS 才會提供此支援。

請參閱 第一代租用戶 - IMS 系統需求。

如需有關可用功能的其他資訊，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瞭解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租用戶中的映像管理工
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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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頁面

重要   只有在您具有第一代租用戶環境，並將在該第一代環境中使用 IMS 功能時，才使用此頁面。自 
2022 年 8 月起，下一代 Horizon Cloud Service 開始正式提供，並在此處提供自己的《使用 Next-
Gen》說明文件集。

當您具有下一代租用戶時，您自然會在該下一代環境中使用 IMS 功能。這些下一代 IMS 功能及其使用方式
位於下一代說明文件集中，從下一代管理 Horizon 映像開始的頁面。

擁有下一代環境的一個跡象是，在您登入您的環境並看到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標籤後，瀏覽器的 
URL 欄位包含類似 /hcsadmin/ 的部分。第一代主控台的 URL 則具有不同的內容 (/horizonadmin/)。

一般考量事項
請注意下列事項：

n Microsoft Azure 中的映像僅會發佈至您的 Microsoft Azure 雲端容量中的網繭。

n Microsoft Azure 上網繭中的映像必須是 VDI 桌面映像。

n 允許您在其中一個 Horizon Cloud Pod 中手動建立虛擬機器，並將虛擬機器匯入至 IMS 以進行發佈的
工作流程，也稱為自訂虛擬機器工作流程。如果對自訂虛擬機器使用的虛擬機器型號不是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需求一節中所列的 IMS 預設虛擬機器型號之一，後續當您使用 IMS 
發佈該映像時，IMS 所建立並複製到其他網繭的映像，一律會是 IMS 預設虛擬機器型號。

警告   在您發佈源自 Microsoft Azure 上網繭的映像，且其在 Horizon Cloud 中處於密封狀態時，請勿使
用 Microsoft Azure 入口網站對該映像虛擬機器或其複本執行動作。不支援在 Horizon Cloud 中使用 
Microsoft Azure 入口網站對於已發佈狀態的虛擬機器執行直接動作，且將導致未預期的行為。請一律使
用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對密封的映像執行動作。

Windows 11 客體作業系統 - 特定考量事項、已知限制和已知問題
對於具有第一代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的 Windows 11 客體作業系統，已發現存在以
下考量事項、限制和問題。

考量事項

n 網繭必須執行 v2204 版或更新版本的資訊清單。

n 最佳配置映像必須執行 Horizon Agent 安裝程式 v22.1.0 或更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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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第 1 代和第 2 代、Windows 11 和 Windows 10 的支援組合的支援對照表：

Azure 虛擬機器型號 Windows 10 Windows 11

第 1 代虛擬機器 支援 不支援

第 2 代虛擬機器 不支援 支援

Windows 11 特定 IMS 的已知限制

n 手動匯入 (也稱為自訂匯入) Windows 11 映像時，您需要直接從 Azure Marketplace 匯入。目前
不支援從共用映像庫 (SIG)、Azure 受管理映像、Azure 虛擬機器快照等任何其他來源匯入。

n 目前不支援 vTPM。

n 目前不支援將 Windows 11 與執行 AMD 驅動程式的虛擬機器搭配使用。

Windows 11 特定 IMS 的已知問題

n 使用 GPO 啟用時區重新導向時，會出現桌面閃爍和 Explorer 程序當機問題。如需詳細資料，請
參閱知識庫 88086。

透過不啟用 Windows 11 多重工作階段虛擬機器的時區同步 GPO，可避免出現該已知問題。

第一代租用戶 - IMS 系統架構
此說明文件頁面說明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的核心元件與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租用戶之間的關係。

使用此頁面

重要   只有在您具有第一代租用戶環境，並將在該第一代環境中使用 IMS 功能時，才使用此頁面。自 
2022 年 8 月起，下一代 Horizon Cloud Service 開始正式提供，並在此處提供自己的《使用 Next-
Gen》說明文件集。

當您具有下一代租用戶時，您自然會在該下一代環境中使用 IMS 功能。這些下一代 IMS 功能及其使用方式
位於下一代說明文件集中，從下一代管理 Horizon 映像開始的頁面。

擁有下一代環境的一個跡象是，在您登入您的環境並看到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標籤後，瀏覽器的 
URL 欄位包含類似 /hcsadmin/ 的部分。第一代主控台的 URL 則具有不同的內容 (/horizonadmin/)。

映像目錄
IMS 會維護一個映像目錄，以提供與您的第一代租用戶環境相關聯之映像的整併視圖，並依部署類型來分
類：

n 以連線伺服器技術為基礎的 Horizon 部署，簡稱為 Horizon 網繭。

n 第一代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簡稱為 Horizon Cloud Pod。

您可以對來自任一類型的映像執行相同的映像管理作業。除了這些通用功能外，第一代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中的映像還支援其他功能，例如：能夠重做和復原映像版本的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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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環境中 IMS 工作流程的元件
如以下針對第一代租用戶網繭機群的圖表所示，IMS 使用相互獨立的不同工作流程來管理這兩種部署類型
的映像。

Horizon 網繭 - IMS 工作流程

對於這些部署，IMS 會於參與的網繭內由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所管理資料存放區中儲存映像版本
的複本。

這些已儲存的複本會對應於租用戶的映像目錄中列出的映像。

在發佈期間，IMS 會使用在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之間共用的內容程式庫來複寫映像版本。然後，
IMS 會刪除內容程式庫中用於複寫程序的臨時物件。

Horizon Cloud 網繭 - IMS 工作流程

對於這些部署，IMS 會於參與的網繭的 Azure 資源群組中儲存映像版本的複本。

這些已儲存的複本會對應於租用戶的映像目錄中列出的映像。

在發佈期間，IMS 會使用網繭內的 Microsoft Azure 共用映像庫定義，在不同 Azure 區域及訂閱間複
寫映像版本。然後，IMS 會捨棄共用映像庫中用於複寫的臨時物件。

備註   IMS 不支援在不同的部署類型之間跨平台移轉映像

範例
下圖顯示同時包含 Horizon 網繭和 Horizon Cloud Pod 的第一代 Horizon Cloud Pod 機群範例。

在此範例中，Horizon 網繭由內部部署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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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具有第一代 Horizon Cloud Pod 機群的 IMS 架構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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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租用戶 - 瞭解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租用戶中的映像管理
工作流程
此說明文件頁面說明在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環境中使用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設定映像、自訂映像以
及將映像發佈到桌面指派時，執行的端對端工作流程。

端對端工作流程涉及一定順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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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頁面

重要   只有在您具有第一代租用戶環境，並將在該第一代環境中使用 IMS 功能時，才使用此頁面。自 
2022 年 8 月起，下一代 Horizon Cloud Service 開始正式提供，並在此處提供自己的《使用 Next-
Gen》說明文件集。

當您具有下一代租用戶時，您自然會在該下一代環境中使用 IMS 功能。這些下一代 IMS 功能及其使用方式
位於下一代說明文件集中，從下一代管理 Horizon 映像開始的頁面。

擁有下一代環境的一個跡象是，在您登入您的環境並看到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標籤後，瀏覽器的 
URL 欄位包含類似 /hcsadmin/ 的部分。第一代主控台的 URL 則具有不同的內容 (/horizonadmin/)。

詞彙的定義
映像

特定作業系統下的實體包含桌面映像版本、複本或伺服器映像版本以及複本。版本和複本會組織在階層
中，並由管理員進行管理。

版本

針對已安裝的應用程式或軟體為映像的特定自訂。版本編號包括主要版本和次要版本 (例如，主要版本 
1 和次要版本 2 會產生版本編號 1.2)，有助於追蹤版本的沿革。版本也可以使用標記進行標記，以用
於多雲端指派。

複製

將版本發佈至目的地網繭後，特定網繭上可用版本的執行個體。此複本是僅限檢視的實體，提供有關該
版本中網繭特定執行個體的狀態和位置資訊。

集區

在瞭解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租用戶中的 IMS 工作流程的內容中，此術語適用於租用戶網繭機群中的 
Horizon 網繭部署。此類部署以連線伺服器軟體為基礎。對於這類網繭，集區是指一群從特定映像版本
所佈建的虛擬機器。

指派

在瞭解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租用戶中的 IMS 工作流程的內容中，此術語主要適用於租用戶網繭機群
中的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對於這類網繭，指派是指一群從特定映像版本所佈建
的虛擬機器。此指派概念與用於 Horizon 網繭的集區概念是並行的。

標記

映像的唯一特殊標記，用於指示集區或指派使用哪個版本的映像來佈建工作流程。

Horizon 部署、Horizon 網繭

簡而言之，使用 Horizon Connection Server 軟體的部署，簡稱為 Horizon 網繭。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Horizon Cloud 網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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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在第一代 Horizon Cloud Service 中，使用 VMware Horizon Cloud Pod 管理員技術的部
署，簡稱為 Horizon Cloud Pod。

第一代租用戶 - 使用 IMS 處理映像
正如上一節中所定義，映像是映像版本的集合，可與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租用戶網繭機群中的集區或指
派相關聯。

您必須先執行一些準備需求工作，以便將映像匯入至映像目錄並將該映像發佈至您打算與 IMS 搭配使用的
網繭部署類型，才能夠使用 IMS 來處理映像。

Horizon 類型

針對您要設定用於此用途的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指定登入認證。請參閱雲端連線的 Horizon 
網繭 - 設定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以與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搭配使用。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類型

請確定您符合與第一代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搭配使用時中的相關準則，且所有租
用戶的 Horizon Cloud Pod 都在線上且處於健全狀況。

後續步驟適用於網繭集合。例如，集合可能包含七個網繭。這些步驟會摘要將映像匯入至映像目錄，以及
將該映像發佈至那些網繭的程序。

備註   由於作為這兩種網繭類型基礎的軟體技術不同，Horizon 網繭和 Horizon Cloud Pod 之間建立映像
的程序和術語略有不同。

Horizon 網繭 - 建立映像

您可以選取 vCenter 虛擬機器範本或快照，來建立映像。

然後您可以自訂映像、發佈映像、將標記新增至映像，以及將集區對應至標記。

Horizon Cloud 網繭 - 建立映像

您可以從 Microsoft Azure Marketplace 選取作業系統映像，或使用者訂閱中可用的自訂映像，來建
立映像。

然後您可以自訂映像、發佈映像、將標記新增至映像，以及將指派對應至標記。

IMS 工作流程圖
下圖同時適用於這兩種網繭類型 (Horizon 網繭、Horizon Cloud Pod)。該圖表描述將映像匯入至映像目
錄，以及將該映像發佈至那些網繭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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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映像
(建立第一版)

自訂
OS/應用程式

發佈
(自動複寫)

標記供使用
(新標記)

對應至集區
或

指派
(一次)

建立
下一版

集區或指派

自動重新整理

將現有
標記移至

新版本

建立映像
執行個體

自訂映像
並散佈

定義
使用案例

將集區連結至
使用案例

建立映像執行個體
映像是一或多個版本的集合。當您在選取的映像上起始匯入動作時，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會藉由將映像
的中繼資料儲存在映像目錄中，將映像登錄至服務。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也會在其來源網繭中的映像上
執行特定的準備步驟。

Horizon Pod

Horizon Cloud Connector 會啟用映像的來源網繭與服務之間的連線。機群中的其中一個網繭是來源
網繭。

例如，名為「內部部署網繭 4」的網繭是執行匯入作業之 Win10POS 映像的來源網繭。請參閱第一代
租用戶 - IMS 和 Horizon 8 網繭 - 將映像從 vCenter 匯入至映像目錄。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類型

服務和 Horizon Cloud Pod 元件可讓映像在 Microsoft Azure 中複製 (從 Azure Marketplace 匯入
時)，並在匯入程序結束時與映像目錄同步。

例如，名為「Azure 網繭 4」的網繭是執行匯入作業之 Win10POS 映像的來源網繭。請參閱第一代租
用戶 - IMS 和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 - 將映像匯入至映像目錄。

匯入作業完成後，映像會新增至映像目錄成為 1.0 版映像。此映像版本會顯示部署完成狀態，表示它已準
備就緒可供發佈。

在此範例中，Win10POS 將成為目錄中新建立的映像。

重要   在 IMS 工作流程的步驟 3 (亦即，發佈映像) 中，發佈作業以網繭類型為依歸。

n 來自 Horizon 網繭部署的映像只會發佈至 Horizon 網繭部署。

n 來自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的映像只會發佈至您的 Microsoft Azure 雲端容量中的 
Horizon Cloud P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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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訂映像
匯入映像後，您可以直接存取映像來自訂映像版本內容。

n 對於 Horizon 部署，您可以使用 vCenter Console Access 來直接存取映像。

n 對於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您可以使用 RDP 工作階段來直接存取映像。

在這兩種情況下，您都可以使用本機管理員認證，來登入映像虛擬機器。請參閱自訂映像。

3. 發佈
當您在 1.0 版映像上起始發佈動作時，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會將該映像版本發佈至發佈時網繭機群中已
存在相同容量類型的所有網繭。

發佈作業將以網繭類型為依歸。對於從 Horizon 網繭匯入的映像，發佈動作會將該映像發佈至所有適合的 
Horizon 網繭，除非您選取的是其中一部分的目的地。相同的行為也適用於從 Horizon Cloud Pod 匯入的
映像。

您還可以選取其中一部分的適合網繭，並將映像發佈至其中。對於這樣的使用案例，在您選取發佈後，請
在目的地下方切換選取目的地，以選擇目標網繭來進行複寫。切換選取目的地時，系統會顯示可用網繭清
單。選取每個網繭旁邊的核取方塊以進行選取。依預設會選取映像的來源網繭，且無法取消選取。

服務會複寫映像版本的複本，並將其放置在支援每個網繭的基礎結構中。

n 對於 Horizon 網繭，每個映像複本都會存放在該網繭的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內的資料存放區
中。

n 對於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映像複本會以虛擬機器形式放置在與網繭對應的資源
群組中。

n 由於基礎結構問題 (例如超過 Microsoft Azure 配額、逾時或通訊端例外狀況)，您可能會在映像複製
詳細資料頁面中看到複製狀態的詳細錯誤訊息。

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發佈映像版本 -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4. 定義標記 (使用案例)

發佈之後，必須先使用所謂的標記，將映像版本標示成用於該用途，才能夠將映像用於集區或指派。

該標記會告知集區或指派應使用哪個映像版本。

版本可以有一或多個標記連結至不同的集區和指派，而一個集區和指派只能使用一個標記。

此設計允許您讓不同組的集區和指派遵循不同的標記，以錯開更新。

請參閱使用標記。

5. 連結至集區或指派
藉由指定映像和標記，以將集區或指派連結至其映像。

當將標記移至其他版本時，所連結的集區和指派會收到重新整理指示。

重新整理時非持續性集區和指派會重建，而持續性集區和指派會根據最新更新的映像版本佈建新的工作負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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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

n Horizon 網繭 - 建立新的桌面集區以進行多雲端指派

n 雲端連線的 Horizon 網繭 - 從受管理的映像建立自動伺服器陣列

n 第 4 章 Microsoft Azure 中的網繭 - 使用受管理的映像建立 VDI 多雲端指派

6. 建立新版本
發佈後，您可以使用任何版本來建立處於已解除發佈狀態的下一個版本。請參閱 建立新的映像版本。

之後，您可以從自訂映像工作流程步驟開始，再次執行此程序。

建立新的映像版本時，可以將您稍早建立的標記移至此新映像版本，而非建立新標記。

該「移動標記」動作會指示該映像相關聯的集區或指派重新整理至新映像版本。

如果您需要對不同使用案例使用新標記，則可以一律新增標記。

使用標記
您可以使用標記，將桌面指派與映像資料流中的特定映像版本產生關聯。

下圖說明映像管理案例的初始狀態。

圖 1-2. 相關標記的初始狀態

v.23 v.22

v.22.a
v.22.b
v.22.c

Win10CorpKnow

v.21

測試
專案 1

集區 1 
「 UAT」

集區 23 
「生產  3」

集區 35 
「經營商」

經營商

生產 1

暫存

UAT

生產 2

生產 3

v.20 v.19 v.18

v.18.1

v.18.2

v.18.2.1

v.17

在此案例中，數個桌面集區/指派會使用 Win10CorpKnow 映像資料流中的不同版本。管理員會使用標記
將特定映像版本與特定集區/指派產生關聯。例如，管理員為專用於使用者接受測試的使用者群組佈建了
「集區 1」。藉由為「集區 1」和 19 版的映像加上 UAT 標記，管理員可確保集區 1 中的桌面會從 19 版的映
像進行複製。

現在，假設管理員想要為使用者驗收測試人員提供修改後的桌面映像。若要完成此工作，管理員必須在映
像目錄中建立新的版本 20。然後，他們必須在來源網繭上自訂基礎映像，並將自訂的版本 20 發佈至所有
其他網繭。最後，他們會將 19 版的 UAT 標記重新關聯或移至 20 版，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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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相關聯標記的編輯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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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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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7

藉由將 UAT 標記重新關聯或移動，管理員可重新定義用於集區 1 的映像。

n 針對 Horizon 網繭，為標記重新產生關聯的動作會觸發自動程序，而讓集區 1 中的所有桌面以 20 版
的映像更新。

n 針對 Microsoft Azure 中的網繭，標記重新關聯會提示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先驗證集區 1 是否在線
上且準備好接收映像更新。如果驗證成功，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會繼續以映像版本 20 更新集區 1 中
的所有桌面。

第一代租用戶 - 在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環境中，IMS 的已知限
制和問題
此說明文件頁面包含在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環境中使用 IMS 的已知限制和問題清單。在第一代租用戶中
開始使用 IMS 之前，最好先檢閱這些清單。

使用此頁面

重要   只有在您具有第一代租用戶環境，並將在該第一代環境中使用 IMS 功能時，才使用此頁面。自 
2022 年 8 月起，下一代 Horizon Cloud Service 開始正式提供，並在此處提供自己的《使用 Next-
Gen》說明文件集。

當您具有下一代租用戶時，您自然會在該下一代環境中使用 IMS 功能。這些下一代 IMS 功能及其使用方式
位於下一代說明文件集中，從下一代管理 Horizon 映像開始的頁面。

擁有下一代環境的一個跡象是，在您登入您的環境並看到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標籤後，瀏覽器的 
URL 欄位包含類似 /hcsadmin/ 的部分。第一代主控台的 URL 則具有不同的內容 (/horizon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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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下列的已知限制和問題清單
將下列清單與 Horizon Cloud Service 的已知限制和已知問題這兩個頁面一起使用 (適用於整個 Horizon 
Cloud Service)。

備註   對於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環境中的 IMS，支援的 Horizon 部署模型是內部部署類型。如需支援的
內部部署類型必須符合之需求的詳細資料，請參閱第一代 - IMS 在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環境中的系統需
求頁面。

已知限制 - IMS 和第一代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

重要   為支援在第一代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中使用，所有匯入的基礎映像都必須從源
自於 Azure Marketplace 的 Windows 虛擬機器來建置。即使嘗試使用從其他來源取得的映像，且主控台
不會阻止您在主控台的工作流程中使用該映像，也不支援使用此類映像。

如果映像執行的是 Windows 11 作業系統，則除了要求直接源自 Azure Marketplace 外，還不得對映像進
行後續處理，這樣才能在第一代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中有效支援該映像。目前不支援
從共用映像庫 (SIG)、Azure 受管理映像、Azure 虛擬機器快照等任何其他來源匯入 Windows 11 虛擬機
器。

若要將支援的第 1 代和第 2 代機器組合用於映像相關工作流程和第一代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如需其他考量事項 (哪些機器的世代支援哪些作業系統)，請參閱支援源自 Microsoft Azure 
上網繭的映像。

n 無法使用多網繭映像來建立單一網繭 VDI 指派。

n Microsoft Azure 上的所有網繭必須採用 第一代租用戶 - IMS 系統需求 中指定的資訊清單版本或更新
版本。

n 虛擬機器名稱的最大長度為 15 個字元。Horizon 會透過將映像名稱與映像版本結合來建立虛擬機器名
稱。同時包括主要和次要版本。因此，如果映像名稱為 azure-image，且版本為 1.0，則虛擬機器名
稱會是 azure-image-1-0。僅當主要和次要版本各為一個字元 (例如 1.0 或 9.9) 時，映像名稱才能最
多有 11 個字元。如果版本號碼為 12.1 或 1.13，則映像名稱必須較短，才能避免錯誤訊息。

n 目前支援的 Microsoft Azure Marketplace 虛擬機器大小包括：

n Standard_DS2_v2，適用於一般的非圖形工作負載、非 Windows 11 作業系統

n Standard_D4s_v3，適用於一般的非圖形工作負載、Windows 11 作業系統

n Standard_NV12s_v3，適用於圖形工作負載、IMS 支援其 GPU 的 Windows 11 和非 Windows 
11 作業系統

n Standard_NV4as_v4，適用於圖形工作負載和非 Windows 11 作業系統。

n 目前，只有在使用自訂匯入方法匯入時，才支援使用 AMD Radeon Instinct 圖形驅動程式的支援 
GPU 的 Azure NVv4 虛擬機器。自訂匯入方法在本說明文件中也稱為手動匯入。自動 [從 
Marketplace 匯入虛擬機器] 精靈目前不提供此功能。若要將手動匯入的虛擬機器與 IMS 搭配使用，
請在匯入虛擬機器並在其中安裝代理後使用 [移至多網繭映像]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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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該服務目前不支援將 Windows 11 與這些 NVv4 虛擬機器和 AMD Radeon Instinct 圖形驅動程
式搭配使用。該用法尚未正式支援。

n 對 Windows 11 的支援存在一些已知考量事項、限制和問題。如需這些詳細資料，請參閱支援 
Windows 11 客體作業系統 - 考量事項、已知限制和已知問題。

當手動匯入虛擬機器，並將該虛擬機器與 IMS 搭配使用時 (有時也稱為自訂映像工作流程)，同樣也有
這些考量事項、限制和已知問題。如上述連結中所述，IMS 僅支援將 Microsoft Azure 第 1 代虛擬機
器與 Windows 10 客體作業系統搭配使用。IMS 僅支援將第 2 代虛擬機器與 Windows 11 客體作業系
統搭配使用。

n 網繭的 Microsoft Azure 訂閱必須位於單一 Microsoft Azure Active Directory (AAD) 租用戶內。

n 映像狀態可能間歇性地不符合基礎版本狀態。映像的後續作業最終會修正映像狀態。

n 與主控台的多網繭映像頁面中的動作相關，位於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中的映像不
支援下列工作流程和動作：

n 將使用新增映像或新增版本動作建立的映像，從較高版本的網繭發佈至較低版本的網繭。

n 在發佈後新增的新網繭上對可用映像進行映像擴充或壓縮。

n 在失敗映像的重新發佈動作期間修改或變更發佈選項。

n 主控台的啟用、停用和編輯按鈕。

n 移轉第一代租用戶 - IMS 系統需求中所指定資訊清單版本以外網繭版本上的現有或舊版映像。

n 由於在下列情況中不會執行系統檢查，請先確認滿足所有先決條件，然後再發佈。

n 所有網繭先前的可用性

n 計算核心或公用 IP 的 Microsoft Azure 訂閱配額充足

n 用於保留作為映像複本一部分所建立新 IP 的網繭中子網路容量充足

n Microsoft Azure 虛擬機器的電源已開啟。否則在發佈映像時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可能會遇到
錯誤。此情況的原因可能是 Microsoft Azure 虛擬機器電源已因為原則設定而關閉。

n 針對在重新發佈動作的處理期間，針對從可能發生的映像發佈錯誤復原提供有限的支援。雖然下列情況
一般是在重新發佈期間，但發佈程序可能會因為映像的其他未知或無法復原狀態而無法復原。

n 網繭會關閉。

n 由於實作的電源原則，Microsoft Azure 會在映像複寫長時間回傳作業期間關閉來源或目標映像複
本。您可以再次開啟映像複本，並嘗試重新發佈映像複本。

n 已超出 Microsoft Azure 配額。

n 某些暫時性情況 (例如逾時) 可能需要再次嘗試發佈。

n 由於 Sysprep 在映像上執行的次數，頻繁解除發佈和發佈映像可能會降低映像的穩定性。

已知限制 - 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環境中的 IMS 和 Horizon (連線伺服器
類型) 部署
目前支援的 Horizon 部署模型是內部部署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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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不支援位於內部部署以外之位置中的 Horizon 網繭部署。

將 IMS 與 IMS 所支援的那些 Horizon 網繭部署模型搭配使用時，存在以下限制：

n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僅支援以使用者名稱和密碼認證為基礎的 vCenter Server 驗證。

n 在映像發佈作業期間，您必須阻止在 vCenter Server 中進行活動，否則可能在映像的基礎虛擬機器上
導致客體虛擬機器移轉。與虛擬機器上的映像發佈作業同時發生的客體虛擬機器移轉，可能會影響映像
發佈作業。

n 對於映像上的並行作業，系統的預設設定是一次只能進行三項匯入或發佈作業。例如，兩個映像正在進
行發佈時，可能會有一個映像的匯入在進行中。您可以在主控台的 [一般設定] 頁面上變更預設值。增
加此設定將會增加完成複寫的時間。

n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不支援管理連結複製工作區指派的映像。此外，與 IMS 搭配使用的任何網繭只
要具有 Horizon View Composer，則必須在這些網繭上停用 Horizon View Composer。當 Horizon 
View Composer 啟用時，您將無法成功發佈映像。

n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需要完整、內建 Windows 管理員的權限，才能在從受管理的映像複製的虛擬
機器 (VM) 上建立目錄並安裝 Horizon Agent。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以下 Microsoft 說明文件主
題：關於 Microsoft Windows 內建管理員帳戶。

n 在某些情況下，發佈映像後，會在相同 Horizon 網繭和 vCenter 上建立多個映像複本。發佈程序不受
影響。但是，請勿從 vCenter 中移除任何複本，因為它們是正常運作所必需的。

n 某些可在涉及 Horizon 網繭的 [發佈] 工作流程中選取的選項，不支援用於 [匯入]、[新增映像] 和 [新
版本] 工作流程中。使用主控台的匯入、新增映像或新版本選項時，無法選取叢集、資源集區、資料存
放區或網路。在這種情況下，將使用在先前發佈作業期間所選取的相同參數。如果是第一次匯入映像，
系統會選取叢集、資源集區、資料存放區和網路。

已知問題 - IMS 和第一代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
在映像發佈程序中，發生逾時錯誤，且虛擬機器保持電源開啟，並防止發佈流程成功完成 (2954270、

2962049)

此問題是由於在執行發佈程序的 sysprep 步驟時，Microsoft Azure Hypervisor 中出現問題所致。某
些 Azure 虛擬機器型號中會出現該問題。如需其他詳細資料，請參閱 VMware 知識庫文章 
KB88343。

根據 Microsoft Azure 團隊的建議，為向 Horizon Cloud 客戶提供解決方案，由服務的 [從 
Marketplace 匯入虛擬機器] 自動化精靈使用的預設 Azure 虛擬機器型號將在服務的 v2204 版本中變
更為使用 Standard_DS2_v2 型號自動匯入非 GPU Windows 10 虛擬機器 (單一工作階段和多重工作
階段)：

n 針對單一網繭映像，自動化的預設虛擬機器型號將從先前使用的 Standard_D4_v3 虛擬機器型號
變更為使用 Standard_DS2_v2。

n 針對多網繭映像，自動化的預設虛擬機器型號將從先前使用的 Standard_D2_v2 型號變更為使用 
Standard_DS2_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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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v2204 版本開始，請在網繭的 Azure 訂閱中包含 Azure DSv2 系列的配額。

發佈和重新發佈有時可能會失敗，並出現 AGENT_PAIRING 或 SYSPREP 錯誤。(270721)

訊息指出發佈工作流程中的 AGENT_PAIRING 或 SYSPREP 步驟可能已發生錯誤。在這些情況下，嘗
試執行重新發佈動作有時會導致復原，如使用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重新發佈映像版本中所
述。

發佈有時可能會失敗，並顯示錯誤「AGENT_PAIRING：重試次數上限後逾時」。(2741491)

在多網繭環境中，在發佈映像版本程序期間的某個部分，您可能會發現部分或所有映像複本處於失敗狀
態，並顯示錯誤訊息「AGENT_PAIRING：重試次數上限後逾時」。執行下列因應措施。

n 在 Microsoft Azure 入口網站中將虛擬機器重新啟動，然後再次發佈映像。

n 如果發佈失敗，請手動登入虛擬機器、重新啟動虛擬機器，然後重新發佈映像。

在 [多網繭映像] 頁面上發佈的映像可能也會暫時顯示在 [映像] 頁面上。(2683426)

發佈映像時，映像會顯示在多網繭映像頁面上。但是，相同映像也可能短暫時間出現在映像頁面上。您
可以忽略映像在映像頁面上的過渡期外觀，您無法對其採取行動，而且它會在短暫時間後消失。

已知問題 - 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環境中的 IMS 和 Horizon (連線伺服器
類型) 部署
映像複寫在發佈時失敗，並顯示「從輸入資料流讀取實體時發生錯誤」的錯誤 (2956616)

出現此問題的原因是，在 Horizon Cloud Connector 2.2.x 版及更早版本中，當與涉及 vCenter 
Server 7.0.3 的部署一起使用時，從映像位置服務 (ILS) 發出的 API 呼叫會失敗。ILS 支援 Horizon 映
像管理服務 (IMS) 功能。

此問題在 Horizon Cloud Connector 2.3.0 版及更新版本中已解決。

當您使用主控台的功能，針對映像複本選取目標網繭 vCenter Server 中的資料存放區和網路時，集區的
建立會失敗 (2982388)

對於 Horizon Cloud Connector 2.2.x 及更早版本，用來針對映像複本選取資料存放區和網路的主控
台功能，存在相關的已知問題。由於此已知問題，對於專為發佈映像而建立的範本，系統一律會選取 
E1000 NIC，且集區建立失敗。

此問題在 Horizon Cloud Connector 2.3.0 版及更新版本中已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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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2
若要設定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您必須先設定參與的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然後，您可以將映像
新增至映像目錄，並根據這些受管理的映像建立桌面指派。

本章節討論下列主題：

n 雲端連線的 Horizon 網繭 - 設定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以與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搭配使用

n 第一代租用戶 - IMS 和 Horizon 8 網繭 - 將映像從 vCenter 匯入至映像目錄

n 第一代租用戶 - IMS 和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 - 將映像匯入至映像目錄

n 第一代租用戶 - 發佈映像版本 -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n 在目錄中建立映像

n 將虛擬機器從已匯入的虛擬機器頁面移至多網繭映像頁面

雲端連線的 Horizon 網繭 - 設定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以與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搭配使用
若要開始使用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IMS)，必須先在包含要用於 IMS 之受管映像的所有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之間，建立驗證信任。然後，您必須在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中設定您的 vCenter Server 
認證。

在此程序中，您會先在所有參與的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之間建立驗證信任。然後，使用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的設定 vCenter 認證精靈，指定 IMS 要用於這些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的使用者
登入資訊。

設定此登入資訊可確保 IMS 有權存取位於那些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上的映像。

必要條件

n 將要參與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的 Horizon 網繭連線至雲端。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IMS 入門。

n 確認參與的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符合第一代租用戶 - IMS 系統需求中說明的先決條件。

n 若要瞭解使用 vCenter Server 組態的可能限制，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在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環
境中，IMS 的已知限制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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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藉由將每個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信任的根 CA 憑證新增到其他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以在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之間建立驗證信任。

備註   有關使用 vSphere Client 來下載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受信任根 CA 憑證的特定 UI 步驟，
請參閱 vSphere 說明文件。

對於每一個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

a 使用適當的用戶端來存取要設定的第一個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

b 將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的信任根 CA 憑證資料夾下載至本機系統。所下載的資料夾會包含設
定信任所需的 CRT 憑證檔案。

c 然後，存取下一個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

d 導覽至該執行個體的 [憑證管理] 區域，然後新增您從第一個執行個體下載的 CRT 憑證檔案。

e 針對您想設定給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的每個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重複上述步驟。

2 然後使用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的設定 vCenter 認證精靈來完成組態設定。

a 在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中，按一下詳細目錄 > 映像 - 多網繭。

n 如果您尚未設定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則會出現歡迎使用畫面，提示您設定 vCenter 
Server 認證。

n 如果您已設定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則會出現主要多網繭映像頁面。您可以使用此頁面上的
功能表選項，為已設定的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編輯認證 (如果這些認證有所變更)。

b 請依照畫面上的提示操作。

根據步驟 2.a 中 UI 所顯示的內容，按一下歡迎畫面上的設定 vCenter 認證，或者在多網繭映像主
頁面上，選取 vCenter > 設定認證。

會出現設定 vCenter 認證精靈，且會列出所有與您的雲端連線網繭相關聯的 vCenter Server 執
行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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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有多個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且全都使用相同的登入認證時，您可以啟用對所有 
vCenter 使用相同的認證切換。如果您在啟用此切換的情況下輸入一個 vCenter Server 的認證，
則將相同的認證套用至其他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

c 遵循設定 vCenter 認證精靈的 UI 進行。對於清單中顯示的每個 vCenter Server，針對 vCenter 
Server 上的管理員帳戶，輸入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d 然後，按下一步。

e 在精靈的 [摘要] 頁面上，確認針對 vCenter Server 所顯示的認證正確無誤。然後，按一下完成，
以完成組態設定。

第一代租用戶 - IMS 和 Horizon 8 網繭 - 將映像從 vCenter 匯入
至映像目錄
使用下列程序從 vCenter 將映像匯入 IMS 映像目錄中，並準備將其發佈至您的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租
用戶的 Horizon 網繭。

備註   在所有這些第一代說明文件頁面中，Horizon 8 網繭一詞包括所執行的軟體版本與第一代 Horizon 
Cloud 控制平面相容的網繭。

當您首次匯入映像時，映像會新增至目錄成為新映像的 1.0 版。

映像在匯入至目錄之後，現在被視為由 IMS 進行管理。此映像是受管理的映像。

必要條件

n 設定參與的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請參閱雲端連線的 Horizon 網繭 - 設定 vCenter Server 執行
個體以與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搭配使用。

n 確認已在映像的作業系統上安裝 VMware Tools。如果作業系統上未安裝 VMware Tools，匯入作業
將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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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為獲得最佳結果，請確認映像的作業系統上已安裝最新的 Windows 更新修補程式。這些更新將有助
於後續以映像進行 Horizon Agent 的任何無訊息安裝。

n 遵循標準和傳統的 Horizon 指導，來準備映像的客體 Windows 作業系統，以在桌面集區中使用。例
如，若要使用 Windows Server 作業系統類型作為單一工作階段虛擬桌面，Horizon 說明文件會指
出，您必須先執行某些步驟，才能在虛擬機器中安裝 Horizon Agent。有關標準的 Horizon 指導，請
根據您網繭的連線伺服器軟體版本，參閱相關資訊：

n 7.13 版 - Horizon 7 說明文件中的〈在 Horizon 中設定虛擬桌面〉。

n VMware Horizon 8 版本 - Horizon 說明文件中的〈Horizon 中的 Windows 桌面和應用程式〉。

n 確定至少一個要新增至標記欄位的標記名稱。

小心   為了以後在建立集區、VDI 桌面指派或伺服器陣列時能夠使用匯入的映像，該映像必須具有
至少一個命名的標記。目前，主控台僅支援在此匯入 UI 中新增標記，不支援稍後再新增標記。

程序

1 在第一代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的左窗格中，選取詳細目錄 > 映像 - 多網繭。

2 在 [多網繭映像] 頁面上，執行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您在主控台中所看到的動作標籤，會因您的第一代租用戶網繭機群中的部署類型而異 — 執行連線伺服
器的純 Horizon 部署、純第一代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或者機群中同時存在這
兩種類型的部署。遵循畫面上的指引和提示。

n 按一下新增 > 從 vCenter 匯入。

n 按一下新增。

[匯入映像] 精靈隨即出現。

3 在精靈的 [定義] 頁面上，針對要匯入至目錄的映像類型指定其篩選參數。若要匯入由桌面指派使用中
的虛擬機器範本或虛擬機器快照，請啟用正在由集區使用切換。然後，依照虛擬機器範本和虛擬機器快
照的篩選參數中的說明指定搜尋篩選器。

[映像] 清單會顯示與您指定的篩選參數相符的所有可用映像。

4 選取一個映像，然後按下一步。

備註   如果您選取已安裝 Horizon Agent 的映像，則可以選擇在映像發佈程序期間不要安裝代理程
式。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發佈映像版本 -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第一代租用戶 -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指南

VMware, Inc. 33

https://docs.vmware.com/tw/VMware-Horizon-7/index.html
https://docs.vmware.com/tw/VMware-Horizon/index.html


5 在精靈的 [詳細資料] 頁面上，輸入映像的組態選項。

選項 說明

名稱 輸入映像的名稱。在映像目錄中顯示映像時，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會使用此名
稱。

使用者名稱 輸入此映像的內建 Windows 超級管理員帳戶的正確使用者名稱。如果您輸入的使
用者名稱不正確，發佈作業將會失敗。

備註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需要完整、內建 Windows 管理員的權限，才能在從
這個映像複製的虛擬機器上建立目錄並安裝 Horizon Agent。

密碼 輸入此映像的內建 Windows 超級管理員帳戶的正確密碼。如果您輸入的密碼不正
確，發佈作業將會失敗。

說明 (選用) 輸入映像的說明。

標記 定義一或多個要與此映像相關聯的參考標記。這些標記會與 1.0 版的映像相關聯。

小心   為了以後在建立集區、VDI 桌面指派或伺服器陣列時能夠使用這個匯入的映
像，該映像必須具有至少一個命名的標記。目前，主控台僅支援在此匯入 UI 中新增
標記，不支援稍後再新增標記。

由於主控台的特性使然，在使用此欄位時，您必須在輸入所需的標記名稱後，確實
按下鍵盤上的 Enter 鍵，並明確將名稱輸入至該欄位中。如果您沒有在標記欄位中
看到所輸入的名稱，表示名稱未正確輸入，而無法在映像上設定該名稱。

 
6 按下一步。

7 在精靈的 [摘要] 頁面上，檢閱映像的資訊，然後按一下完成。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會開始將映像匯入目錄中，並建立清單中的新映像。

在 [多網繭映像] 頁面上，當有活動正在進行時，[狀態] 資料行會使用進行中 ( ) 圖示來表示活動。

8 若要監控匯入進度，您可以按一下所顯示映像的名稱。

按一下映像名稱時，將顯示其詳細資料頁面。此頁面上的 [狀態] 資料行還會表示目前的活動狀態。

結果

在匯入程序期間，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會在來源網繭的內容程式庫中建立映像的複本。它也會藉由將映
像的中繼資料儲存在映像目錄中，將映像登錄至服務。匯入完成時，1.0 版映像的狀態會變更來表示活動已
完成。

後續步驟

將 1.0 版映像發佈至您的雲端連線網繭。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發佈映像版本 -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虛擬機器範本和虛擬機器快照的篩選參數
本主題說明篩選參數，您可以使用這些參數來尋找和選取要匯入映像目錄中的虛擬機器範本和虛擬機器快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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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說明

正在由集區使用 若要將您的搜尋限制為目前由桌面指派使用的虛擬機器範本和虛
擬機器快照，請開啟此切換。

重要   如果開啟此設定，則必須執行下列其中一項操作，以確保
發佈映像不會失敗：
n 發佈映像之前，請手動解除安裝 Horizon Agent。您可以使

用一般的 Microsoft Windows 解除安裝程序或使用 MSI 命
令列選項，來解除安裝代理程式。如需特定的命令列選項，
請根據映像之已安裝的代理程式版本，參閱其適用的說明文
件。

n 發佈映像時，請選取選項以略過安裝 Horizon Agent。

類型 n 如果您已關閉正在由集區使用切換，請選取虛擬機器範本。

n 如果您已啟用正在由集區使用切換，請選取虛擬機器範本或
虛擬機器快照。

網繭 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包含所要匯入映像的雲端連線網繭。

指定網繭可縮小您的 vCenter Server 選項範圍，而只剩與該網
繭相關聯的執行個體。

vCenter 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包含要匯入映像的 vCenter Server 執
行個體。

第一代租用戶 - IMS 和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 
- 將映像匯入至映像目錄
此頁面說明如何使用主控台的映像 - 多網繭頁面，將 Windows 虛擬機器從 Microsoft Azure 
Marketplace 匯入至第一代 Horizon Cloud 租用戶的 IMS 映像目錄中。在建立程序結束時，會在主控台
的 [多網繭映像] 頁面上列出新匯入的映像，以準備好將其發佈為多網繭映像。

重要   只有在您具有第一代租用戶環境，並將在該第一代環境中使用 IMS 功能時，才使用此頁面。自 
2022 年 8 月起，下一代 Horizon Cloud Service 開始正式提供，並在此處提供自己的《使用 Next-
Gen》說明文件集。

當您具有下一代租用戶時，您自然會在該下一代環境中使用 IMS 功能。這些下一代 IMS 功能及其使用方式
位於下一代說明文件集中，從下一代管理 Horizon 映像開始的頁面。

擁有下一代環境的一個跡象是，在您登入您的環境並看到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標籤後，瀏覽器的 
URL 欄位包含類似 /hcsadmin/ 的部分。第一代主控台的 URL 則具有不同的內容 (/horizonadmin/)。

如果第一代租用戶的網繭機群中具有多個網繭，則當您執行這個 [從 Azure Marketplace 匯入] 工作流
程，並選取一個網繭時，請考慮選取資訊清單版本最低的機群網繭，以便在其中建立基礎虛擬機器，且該
網繭會成為將發佈程序導向到租用戶機群內所有網繭的網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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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使用此 [從 Marketplace 匯入虛擬機器] 自動工作流程來建立基礎虛擬機器時，依預設，系統會自動使用
某些虛擬機器大小。系統的預設選擇取決於其內部設定，以及您在精靈中選擇的作業系統 (OS) 和是否讓映
像支援 GPU。

重要   為支援在第一代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中使用，所有匯入的基礎映像都必須從源
自於 Azure Marketplace 的 Windows 虛擬機器來建置。即使嘗試使用從其他來源取得的映像，且主控台
不會阻止您在主控台的工作流程中使用該映像，也不支援使用此類映像。

如果映像執行的是 Windows 11 作業系統，則除了要求直接源自 Azure Marketplace 外，還不得對映像進
行後續處理，這樣才能在第一代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中有效支援該映像。目前不支援
從共用映像庫 (SIG)、Azure 受管理映像、Azure 虛擬機器快照等任何其他來源匯入 Windows 11 虛擬機
器。

若要將支援的第 1 代和第 2 代機器組合用於映像相關工作流程和第一代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如需其他考量事項 (哪些機器的世代支援哪些作業系統)，請參閱支援源自 Microsoft Azure 
上網繭的映像。

多網繭映像 - [從 Marketplace 匯入虛擬機器] 精靈會建立：

n 非 GPU Windows 10 作業系統、Windows 10 企業版多重工作階段作業系統或 Windows Server 
作業系統多網繭映像，Standard_DS2_v2 虛擬機器

n 非 GPU Windows 11 作業系統或 Windows 11 作業系統企業版多重工作階段作業系統多網繭映
像，Standard_D4s_v3 虛擬機器

n 非 GPU Windows 7 作業系統多網繭映像，Standard_DS2_v2 虛擬機器

n 具備 GPU 功能的多網繭映像，Standard_NV12s_v3 虛擬機器 (Windows 7 不支援 GPU)

重要   根據您計劃使用的作業系統和 GPU 選擇，您確定您的 Azure 訂閱具有上述清單中虛擬機器類型的
可用配額。如果您的訂閱沒有適當的配額，則 [從 Marketplace 匯入虛擬機器] 工作流程將會失敗，因為無
法在訂閱中建立虛擬機器。

如果您無法在訂閱中為 Standard_NV12s_v3 系列從 Microsoft Azure 取得配額，且您希望具有一個具備 
GPU 功能的最佳配置映像，則可以使用以下替代方法。從 v2204 服務版本開始，Horizon Cloud 支援從 
Azure Marketplace 手動匯入 Standard_NV4as_v4 虛擬機器，以使用 AMD 圖形驅動程式來設定啟用
了 GPU 的最佳配置映像。網繭必須執行 v2204 版本的資訊清單版本，才能取得該支援。有關從 Azure 
Marketplace 手動匯入此類虛擬機器並用於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中的步驟，請先遵
循以下的頁面順序進行：首先是從 Microsoft Azure 手動建置虛擬機器並將其匯入至 Horizon Cloud，接
著是 [程序] 中的後續頁面，以及這些頁面的下一步小節。然後，當匯入的虛擬機器位於主控台的 [已匯入
的虛擬機器] 頁面上時，請使用移至多網繭映像，將該虛擬機器移至主控台的 [映像 - 多網繭] 頁面。

必要條件

只有在第一代租用戶中的所有第一代 Horizon Cloud Microsoft Azure 部署，都執行與 IMS 相容的資訊清
單版本或更新的資訊清單版本時，才能使用此功能。請參閱 第一代租用戶 - IMS 系統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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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若要啟動 [從 Marketplace 匯入虛擬機器] 精靈，請在第一代主控台的 [多網繭映像] 頁面上，執行下
列其中一個動作：

n 如果租用戶的網繭機群同時具有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和 Horizon 部署，請按
一下新建 > 從 Azure Marketplace 建立。

n 如果該機群僅具有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請按一下新建。

2 在該精靈中，選取要在其中建立虛擬機器的網繭。

首先選擇閘道的相關聯位置，然後從該位置的網繭清單中選取網繭。

在選取位置後，系統會篩選網繭清單中的選項以顯示所選位置中的可用網繭。

重要   如果您打算將此映像用於已啟用 GPU 的桌面或遠端應用程式，請確定選取的網繭位於支援已啟
用 GPU 的虛擬機器 (VM) 的 Microsoft Azure 區域中且 Microsoft Azure 訂閱支援已啟用 GPU 的虛
擬機器。已啟用 GPU 的虛擬機器僅在部分 Microsoft Azure 區域提供。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各區域
的 Microsoft Azure 產品。

3 選取基礎虛擬機器的詳細資料。

選項 說明

作業系統 選取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以用於映像的基礎虛擬機器。

備註   此下拉式功能表需要一些時間來填入項目。

包含 GPU 啟用此切換，可指定已啟用 GPU 的映像。

n Windows 7 作業系統不支援此選項。因此，如果您選取了 Windows 7 作業系
統，您將不會看到此精靈選項。

n 如果此切換呈現灰色狀態，表示您在所選網繭區域中的 Microsoft Azure 訂閱
不支援 GPU 硬體。

重要   使用此切換時，會導致系統從 Azure Marketplace 匯入 
Standard_NV12s_v3 虛擬機器類型的虛擬機器。若要在該匯入的虛擬機器中取得 
GPU 功能，在完成匯入程序後，您必須登入虛擬機器的作業系統，並安裝支援的 
NVIDIA 圖形驅動程式。

啟用公用 IP 位址 啟用此切換，可為此基礎虛擬機器設定公用 IP 位址。啟用時，虛擬機器會同時取得
私人和公用 IP 位址。

此切換關閉時，將只會為虛擬機器設定 Microsoft Azure 環境中的私人 IP 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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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供管理詳細資料。

備註   您輸入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必須符合 Microsoft 需求，即在 Microsoft Azure 中建立虛擬機器
時可接受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如需需求的清單，請參閱使用者名稱需求和 Microsoft 說明文件中的
密碼需求。

選項 說明

使用者名稱 輸入要用於虛擬機器本機管理員帳戶的管理員名稱。這個本機管理員帳戶會在程序
執行期間建立於虛擬機器中。此名稱將可讓本機管理員帳戶用來存取虛擬機器的作
業系統。此名稱的長度上限為 15 個字元，結尾不得為句點 (".")，且不得為在 
Microsoft Azure 中建立虛擬機器時不允許使用的管理員名稱之一。

重要   請確定您可以記住這項本機管理員帳戶資訊 (此名稱和您在密碼文字方塊中指
定的密碼)，或記下這項資訊，以便日後能夠擷取。您需要這些認證，才能將任何第
三方應用程式新增至此基礎映像。

密碼 輸入您要用於該管理員帳戶的密碼。密碼必須符合 Microsoft Azure 密碼規則：

n 不得為在 Microsoft Azure 中建立虛擬機器時不允許使用的管理員帳戶密碼之
一

n 長度必須是 12 至 123 個字元，且必須符合以下四項複雜性需求的其中三項：

n 包含小寫字元。

n 包含大寫字元。

n 包含數字。

n 包含特殊字元，例如 (!@#$%/^&*)

驗證密碼 重新輸入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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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名稱文字方塊中，提供映像的名稱與選用說明。

選項 說明

名稱 輸入映像的名稱。

重要   請勿輸入先前已用於 Horizon Cloud 環境中映像的名稱。受到已知問題的影
響，如果您重複使用已在多網繭映像頁面上列出的名稱，則虛擬機器建立程序將會
失敗，且不會顯示訊息。系統將不會在 Microsoft Azure 中建立虛擬機器，但不會
在管理主控台中顯示錯誤訊息。

選取名稱時，請確認您使用的名稱尚未顯示為多網繭映像頁面或映像頁面上的映像
名稱。

名稱必須符合下列規則：
n 名稱不可包含底線字元 (_)。

n 名稱僅能包含英數字元和連字號。

n 名稱開頭必須為字母字元 (而非數字)。

n 名稱的結尾不得為連字號 (-)。

說明 輸入映像的選用說明。

標記 重要   您必須至少指派一個標記，使映像稍後可用來在主控台的 [建立指派] 工作流
程中建立指派。如果您目前未指派任何標記，則該映像之後不會出現在 UI 中成為指
派建立工作流程中的一個選項。請先確定此方塊中至少顯示一個字串，然後再按一
下匯入。

使用此 UI 方塊來定義要與該映像相關聯的一或多個參考標記。這些標記會與 1.0 版
的映像相關聯。

輸入字元時，這些字元會同時出現在 UI 方塊中，以及方塊下方的藍色資料列中。

重要   輸入字元後，您必須將標記新增到此 UI 方塊中。按 Enter 鍵，或者按一下顯
示在方塊下方藍色資料列中的字串。將字串完全新增到 UI 方塊後，該方塊會顯示帶
有弧形外框的字元以及一個表示移除的小 x。如果未在方塊中看到帶有弧形外框的字
串，表示該標記尚未儲存。需要儲存標記，映像才能用於指派中。

 
6 按一下匯入。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會開始將映像匯入目錄中，並建立清單中的新映像。[多網繭映像] 頁面上的映

像的 [狀態] 資料行中會出現進行中 ( ) 圖示。

7 若要監控匯入進度，請在 [多網繭映像] 頁面上按一下映像的名稱。

映像詳細資料頁面隨即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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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正在進行時，1.0 版的 [狀態] 資料行中會出現進行中 ( ) 圖示。在此程序期間，Horizon 映像管
理服務會在與來源網繭所對應 Microsoft Azure 訂閱的資源群組中建立映像的複本。它也會藉由將映
像的中繼資料儲存在映像目錄中，將映像登錄至服務。匯入完成時，1.0 版映像的狀態會變更為部署完
成。

後續步驟

將 1.0 版映像發佈至第一代租用戶的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發
佈映像版本 -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重要   在主控台的發佈工作流程中，請記得選擇安裝 Horizon Agent，尤其是在您打算將此映像與 App 
Volumes on Azure 功能搭配使用的情況下。要在發佈工作流程中安裝代理程式功能之後，匯入的映像才
會具有這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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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租用戶 - 發佈映像版本 -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將映像匯入至目錄或建立映像版本後，您必須將映像版本發佈至您的第一代租用戶的網繭。發佈映像版
本，使其可用於集區指派、桌面指派和伺服器陣列。您可以使用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來執行這些
步驟。

重要   映像只會發佈至相同網繭類型系列內的網繭。這兩個系列分別是：在 Horizon Connection Server 
軟體上執行的 Horizon 網繭，以及以 Horizon Cloud Pod 管理員技術為基礎的 Horizon Cloud Pod。來
自執行連線伺服器之 Horizon 網繭的映像僅會發佈至同類網繭，而來自 Microsoft Azure 中以網繭管理員
為基礎之網繭的映像僅會發佈至那些同類的網繭。來自 Horizon 網繭的映像可以是 VDI 或 RDSH，但來自 
Horizon Cloud Pod 的映像必須是 VDI 桌面映像。

警告   以下警告適用於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

n 在您發佈源自 Microsoft Azure 上網繭的映像，且其在 Horizon Cloud 中處於密封狀態時，請勿使用 
Microsoft Azure 入口網站對該映像虛擬機器或其複本執行動作。不支援在 Horizon Cloud 中使用 
Microsoft Azure 入口網站對於已發佈狀態的虛擬機器執行直接動作，且將導致未預期的行為。請一律
使用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對密封的映像執行動作。

n 如果您想要發佈部署在較高版本的 Microsoft Azure 網繭上部署的映像版本，但看到錯誤「無法發
佈，因為與來源網繭相比，目的地網繭 lower-version-pod-name 屬於較低版本」，請執行下列其中
一項因應措施。

n 在發佈期間取消選取安裝 Horizon Agent。

n 將映像匯入至最低的網繭版本。

n 取消選取目的地區段下方的網繭 lower-version-pod-name。

必要條件

n 對於要用於 IMS 的 Horizon 8 網繭，請設定參與的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請參閱雲端連線的 
Horizon 網繭 - 設定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以與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搭配使用。

n 確保租用戶所有的第一代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網繭都具有良好的健全狀況且處於線上
狀態，且您的 Microsoft Azure 訂閱的所有區域都有足夠的配額。

n 匯入映像。對於 Horizon 8 網繭，請參閱 第一代租用戶 - IMS 和 Horizon 8 網繭 - 將映像從 vCenter 
匯入至映像目錄。對於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網繭，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IMS 和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 - 將映像匯入至映像目錄。

n 映像必須至少具有一個標記，才能用於集區、桌面指派或伺服器陣列。您可以在建立或匯入程序期間，
將標記新增至映像。

n 確定要發佈之映像版本的父系映像或範本上沒有擱置中的 Windows 更新。如果有擱置中的 Windows 
更新，則映像的發佈會失敗。

n 如果您從已匯入的虛擬機器發佈映像，則必須先從該虛擬機器移除任何自訂指令碼延伸，然後才能嘗試
發佈該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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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如果 Horizon 網繭是 2103 版或更新版本，而您想要使用 32 位元映像，則必須先手動將 32 位元 
Horizon Agent 預先安裝至映像中，再將映像匯入至目錄。如果網繭為 2103 版或更新版本，則 32 位
元映像必須已安裝 32 位元 Horizon Agent，您才能將該映像匯入目錄中。在匯入該 32 位元映像後，
您必須在「發佈」工作流程中取消選取安裝 Horizon Agent 選項，使發佈工作流程略過代理程式的安
裝。

程序

1 在主控台中，選取詳細目錄 > 映像 - 多網繭。

主控台會顯示所有已在映像目錄中登錄的映像。

2 按一下包含要發佈的版本的映像名稱。

映像詳細資料頁面隨即出現，並列出其所有的版本。

3 在映像詳細資料頁面上，選取要發佈的版本。按一下更多 (...) 按鈕，然後從功能表中選取發佈。

備註   您只能發佈狀態為「部署完成」的映像。

[發佈映像] 對話方塊隨即顯示。

4 指定已發佈映像版本的選項。

對於 Horizon Connection Server 網繭類型，請指定下表中所示的選項。

選項 說明

複製類型 從下列選項中進行選取：
n 完整複製

n 即時複製

映像類型 從下列選項中進行選取：
n VDI

n 工作階段桌面

n 遠端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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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說明

安裝 Horizon Agent 取消選取此選項可在不安裝 Horizon Agent 的情況下發佈映像。

如果 Horizon Pod 是 2103 版或更新版本，且這是 32 位元映像，則您必須已在該
映像上安裝 32 位元 Horizon Agent。在這種情況下，您不可選取這個安裝 
Horizon Agent 選項。否則將會發生失敗。

備註   僅在您將映像匯出之前已在映像上安裝代理程式時才取消選取此選項。在此情
況下，您將負責確認是否已安裝正確的代理程式版本。

重要   對於從 [已匯入的虛擬機器] 頁面移動的映像，此選項無法使用，因為您應該
已安裝正確的代理程式版本。

Horizon Agent 功能 (選用) 若要指定每個 Horizon Agent 功能的可用性，請開啟或關閉每個功能的切
換。

如果您有多個版本的 Horizon Agent，則每個版本都有一個資料行，其中顯示該版
本可使用的選項。每個資料行的標頭也會指出使用該 Horizon Agent 版本的網繭數
目。將指標放置在標頭上即會顯示網繭的名稱和位置。

注意   如果您有多個 Horizon Agent 版本，則必須確認安裝在映像上的版本不高於
此處顯示的最低版本。如果安裝的版本高於此處顯示的最低版本，請手動將其解除
安裝，以防止代理程式安裝失敗。

如需 Horizon Agent 功能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VMware Horizon 說明文件。

選取目的地 選取以選擇複寫的目標網繭。如果未選取此選項，則會將映像發佈至設定成與您租
用戶中 IMS 搭配使用的所有 Horizon 網繭。

當您選取此選項，系統會顯示可用網繭的清單。選取每個網繭旁邊的核取方塊以進
行選取。依預設會選取映像的來源網繭，且無法取消選取。

資料存放區和網路 選取主機或叢集、資源集區、資料存放區和網路。對於網路選項，僅支援 vSphere 
標準虛擬交換器網路。

 
對於 Microsoft Azure 中的網繭，請如下表所示指定選項。

選項 說明

最佳化 Windows 映像 選取以最佳化 Windows 映像。此選項會停用實體桌面功能，以提高虛擬機器效能
和容量使用量的效率，且有助於避免 Microsoft Windows Sysprep 問題。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從 Marketplace 匯入虛擬機器] 精靈時決定將 Windows 映
像最佳化。

移除 Windows 市集應用程式 選取以移除 Windows 市集應用程式 (也稱為 AppX 套件)，停用自動應用程式和 
Windows 市集更新和下載。這可提高效能並協助避免 Microsoft Windows 
Sysprep 問題。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匯入桌面] 精靈時使用移除 Windows 
市集應用程式選項。

選取目的地 選取以選擇複寫的目標網繭。如果未選取此選項，則會將映像發佈至 Microsoft 
Azure 上的所有網繭。

當您選取此選項，系統會顯示可用網繭的清單。選取每個網繭旁邊的核取方塊以進
行選取。依預設會選取映像的來源網繭，且無法取消選取。

公司名稱 將顯示為從此映像建立之桌面預設值的名稱。

時區 公司所在的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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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說明

安裝 NSX 代理程式 選取此選項以在映像上安裝 NSX 代理程式。

只有在您的環境中的 [映像管理] 中啟用安裝 NSX 代理程式的功能時，才會顯示此
選項。

備註   選取此選項之前，請確保已安裝並設定所有相關的 NSX 元件。為與此網繭相
關聯的指派啟用 NSX Cloud 網路和安全性功能。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VMware 
NSX Cloud 和 Microsoft Azure 中的 Horizon Cloud Pod。只有在網繭的虛擬網
路上安裝 NSX Cloud 3.1.1 版或更新版本時，才能使用此選項。針對早於 3.1.1 的 
NSX Cloud 版本，請依照 https://kb.vmware.com/s/article/81158 中所述設定 
NSX Cloud 閘道的 Microsoft Azure 私人 DNS，否則映像發佈將會失敗。

安裝 Horizon Agent 取消選取此選項可在不安裝 Horizon Agent 的情況下發佈映像。

如果 Horizon Pod 是 2103 版或更新版本，且這是 32 位元映像，則您必須已在該
映像上安裝 32 位元 Horizon Agent。在這種情況下，您不可選取這個安裝 
Horizon Agent 選項。否則將會發生失敗。

小心   僅在您將映像匯出之前已在映像上安裝代理程式時才取消選取此選項。在此情
況下，您將負責確認是否已安裝正確的代理程式版本。

備註   對於從 [已匯入的虛擬機器] 頁面移動的映像，此選項無法使用，因為您應該
已安裝正確的代理程式版本。

資料存放區和網路 選取主機或叢集、資源集區、資料存放區和網路。對於網路選項，僅支援 vSphere 
標準虛擬交換器網路。

 
5 按一下提交。

發佈程序隨即開始。在此作業期間，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會將映像版本的複本複寫並放置到每個雲
端連線網繭的內容程式庫中。

備註   映像會發佈至屬於相同資源容量類型的網繭。例如，來自 Horizon 網繭部署的映像只會發佈至 
Horizon 網繭部署，而來自 Microsoft Azure 的映像只會發佈至 Microsoft Azure 雲端容量中的網
繭。

在發佈作業進行時，映像版本會顯示進行中 ( ) 狀態。

6 若要監控發佈進度，請按一下映像詳細資料頁面上的版本號碼。

版本詳細資料頁面會隨即出現。

結果

當映像版本複寫至每個網繭時，映像複本區段會顯示該映像版本的狀態。在複寫程序執行期間，版本複本

會顯示進行中 ( ) 狀態。複寫完成時，狀態會變更為可用。

n 對於 Horizon 網繭部署，您最初匯入映像的來源網繭會顯示兩個版本複本。部署完成複本代表已複寫
至網繭內容程式庫的來源映像。可用複本代表可用於指派的已發佈映像版本。

n 對於 Microsoft Azure 中的網繭，只會有一個複本。在您發佈此複本之前，此複本的狀態為部署完
成，而在您發佈之後則會變為可用。

備註   您無法對已發佈的映像版本進行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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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環境問題 (例如網繭離線)，複寫程序可能會在部分或全部網繭上失敗。

n 在某些網繭上失敗而在其他網繭上成功會導致狀態部分可用。

n 所有網繭上的失敗會導致狀態失敗。

如果映像版本的狀態為部分可用或失敗，您可以在修正會導致特定網繭上失敗的任何環境問題後重新發佈
該映像版本。請參閱使用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重新發佈映像版本。

後續步驟

n 根據該新發佈的映像，建立桌面指派。根據網繭類型，參閱以下連結中的步驟：

n 對於 Horizon 網繭，請參閱第 3 章 雲端連線的 Horizon 網繭 - 使用 Horizon Cloud 管理的映像
建立桌面指派

n Horizon Cloud Pod，請參閱 第 4 章 Microsoft Azure 中的網繭 - 使用受管理的映像建立 VDI 多
雲端指派

n 若要重新關聯現有的桌面指派以使用新發佈的映像，請參閱以自訂映像更新桌面指派。

在目錄中建立映像
您可以建立以目錄中現有的映像版本為基礎的映像。此功能可讓您將現有的映像快速擴展到新的映像版本
集合中。您可以在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中執行這些步驟。

必要條件

為該類型 Horizon 網繭建立以 Horizon 連線伺服器為基礎的映像時，您必須先設定參與的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請參閱雲端連線的 Horizon 網繭 - 設定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以與 Horizon 映像管
理服務搭配使用。

程序

1 在主控台中，選取詳細目錄 > 映像 - 多網繭。

主控台會顯示所有已在映像目錄中登錄的映像。

2 按一下將作為新映像基礎的版本所屬之現有映像的名稱。

映像的詳細資料頁面隨即出現，並列出其所有的映像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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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取要作為新映像基礎的版本，然後按一下新增映像。

[新增映像] 對話方塊隨即顯示。

4 指定新映像的選項。

選項 說明

來源映像版本 此唯讀欄位會顯示新映像之來源的版本號碼。

映像名稱 輸入新映像的名稱。

說明 (選用) 輸入新映像的說明。

版本 此唯讀欄位會顯示新映像的版本號碼。依預設，新映像會建立為 1.0 版。

說明 (選用) 輸入新映像版本的說明。

標記 (選用) 定義一或多個要與新映像相關聯的參考標記。

 
5 按一下提交。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會建立映像，並將其新增至映像目錄。新映像包含以來源映像為基礎的 1.0 
版。

後續步驟

將 1.0 版映像發佈至您的雲端連線網繭。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發佈映像版本 -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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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虛擬機器從已匯入的虛擬機器頁面移至多網繭映像頁面
本頁面說明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中常用的程序，其中主控台的 [已匯入的虛擬機器] 頁面會列出租
用戶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中的單一網繭型虛擬機器。若要將此類單一網繭映像與 IMS 
搭配使用，請先將它們移到主控台的 [多網繭映像] 頁面，以便在該頁面中將這些映像轉換為多網繭映像。

重要   為支援在第一代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中使用，所有匯入的基礎映像都必須從源
自於 Azure Marketplace 的 Windows 虛擬機器來建置。即使嘗試使用從其他來源取得的映像，且主控台
不會阻止您在主控台的工作流程中使用該映像，也不支援使用此類映像。

如果映像執行的是 Windows 11 作業系統，則除了要求直接源自 Azure Marketplace 外，還不得對映像進
行後續處理，這樣才能在第一代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中有效支援該映像。目前不支援
從共用映像庫 (SIG)、Azure 受管理映像、Azure 虛擬機器快照等任何其他來源匯入 Windows 11 虛擬機
器。

若要將支援的第 1 代和第 2 代機器組合用於映像相關工作流程和第一代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如需其他考量事項 (哪些機器的世代支援哪些作業系統)，請參閱支援源自 Microsoft Azure 
上網繭的映像。

根據設計，主控台的 [已匯入的虛擬機器] 頁面會列出單一網繭型虛擬機器。在以下兩種案例中，單一網繭
型虛擬機器在該頁面上會列出為結果。其中一個案例是，手動將基礎虛擬機器從 Azure Marketplace 匯入
到特定 Horizon Cloud Pod。另一個案例是，在 [已匯入的虛擬機器] 頁面上，使用單一網繭的 [從 
Marketplace 匯入虛擬機器] 工作流程，在特定網繭中建立基礎虛擬機器。

主控台的 [已匯入的虛擬機器] 頁面提供兩個選項，可用來將已匯入的虛擬機器發佈成密封的最佳配置映
像：

n 發佈至映像 - 此選項會將虛擬機器發佈為 [映像] 頁面上可指派的單一網繭映像。

n 移至多網繭映像 - 此選項會將虛擬機器移至 [多網繭映像] 頁面，您可以在其中將其發佈為多網繭映
像。

本主題說明移至多網繭映像選項。

在「移至多網繭映像」流程中，系統會保留正在移動的虛擬機器的大小。

必要條件

n 此程序僅適用於桌面虛擬機器。

n 針對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僅當所有網繭皆為第一代租用戶 - IMS 系統需求中指
定的資訊清單版本時，才可使用此功能。

n 將虛擬機器移至 [多網繭映像] 頁面之前，請確認您已在虛擬機器上安裝並配對正確的 Horizon 
Agent。

小心   對於過去在 Microsoft Azure 中個別網繭上未使用映像管理服務 (IMS) 建立和發佈的映像，您必須
先在 [映像] 頁面上複製映像。這會在 [已匯入的虛擬機器] 頁面上建立複製的虛擬機器，然後您可以使用下
列步驟進行移動。如需複製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您可以對 Microsoft Azure 中 Horizon Cloud Pod 的已發
佈映像執行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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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在 [已匯入的虛擬機器] 頁面上，選取虛擬機器，然後按一下移至多網繭映像。

2 依下表所述指定選項。

選項 說明

映像名稱 輸入映像的名稱。

重要   請勿輸入先前已用於 Horizon Cloud 環境中映像的名稱。受到已知問題的影
響，如果您重複使用已在 [多網繭映像] 頁面上列出的名稱，則虛擬機器建立程序將
會失敗，且不會顯示訊息。系統將不會在 Microsoft Azure 中建立虛擬機器，但不
會在管理主控台中顯示錯誤訊息。

選取名稱時，請確認您使用的名稱尚未顯示為 [多網繭映像] 頁面或 [映像] 頁面上的
映像名稱。

名稱必須符合下列規則：
n 名稱不可包含底線字元 (_)。

n 名稱僅能包含英數字元和連字號。

n 名稱開頭必須為字母字元 (而非數字)。

n 名稱的結尾不得為連字號 (-)。

說明 輸入映像的選用說明。

標記 重要   您必須至少指派一個標記，使映像稍後可用來在主控台的 [建立指派] 工作流
程中建立指派。如果您目前未指派任何標記，則該映像之後不會出現在 UI 中成為指
派建立工作流程中的一個選項。請先確定此方塊中至少顯示一個字串，然後再按一
下匯入。

使用此 UI 方塊來定義要與該映像相關聯的一或多個參考標記。這些標記會與 1.0 版
的映像相關聯。

輸入字元時，這些字元會同時出現在 UI 方塊中，以及方塊下方的藍色資料列中。

重要   輸入字元後，您必須將標記新增到此 UI 方塊中。按 Enter 鍵，或者按一下顯
示在方塊下方藍色資料列中的字串。將字串完全新增到 UI 方塊後，該方塊會顯示帶
有弧形外框的字元以及一個表示移除的小 x。如果未在方塊中看到帶有弧形外框的字
串，表示該標記尚未儲存。需要儲存標記，映像才能用於指派中。

包含 GPU 啟用此切換以指定在移動後產生的已啟用 GPU 的多網繭映像。

n Windows 7 作業系統不支援此選項。因此，如果您選取了 Windows 7 作業系
統，您將不會看到此精靈選項。

n 如果此切換呈現灰色狀態，表示您在所選網繭區域中的 Microsoft Azure 訂閱
不支援 GPU 硬體。

小心   如果您打算將此映像用於已啟用 GPU 的桌面或遠端應用程式，請確定選取的
網繭位於支援已啟用 GPU 的虛擬機器 (VM) 的 Microsoft Azure 區域中且 
Microsoft Azure 訂閱支援已啟用 GPU 的虛擬機器。已啟用 GPU 的虛擬機器僅在
部分 Microsoft Azure 區域提供。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各區域的 Microsoft 
Azure 產品。

重要   如果您啟用了 GPU，則在基礎虛擬機器建立後，您必須登入虛擬機器的伺服
器作業系統，並安裝適當的圖形驅動程式，讓 Microsoft Azure 已啟用 GPU 的虛
擬機器取得 GPU 功能。在工作流程完成後，您必須安裝驅動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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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說明

使用者名稱 輸入要用於虛擬機器本機管理員帳戶的管理員名稱。這個本機管理員帳戶會在程序
執行期間建立於虛擬機器中。此名稱將會提供本機管理員帳戶用來存取虛擬機器的
作業系統。此名稱的長度上限為 15 個字元，結尾不得為句點 (「.」)，且不得為在 
Microsoft Azure 中建立虛擬機器時不允許使用的管理員名稱之一。

備註   您輸入的使用者名稱必須符合 Microsoft 用於在 Microsoft Azure 中建立虛
擬機器可接受的使用者名稱的需求。如需需求的清單，請參閱 Microsoft 說明文件
中的使用者名稱需求。

重要   請確定您可以記住這項本機管理員帳戶資訊 (此名稱和您在密碼文字方塊中指
定的密碼)，或記下這項資訊，以便日後能夠擷取。您需要這些認證，才能將任何第
三方應用程式新增至此基礎映像。

密碼 輸入您要用於該管理員帳戶的密碼。密碼必須符合 Microsoft Azure 密碼規則：

n 不得為在 Microsoft Azure 中建立虛擬機器時不允許使用的管理員帳戶密碼之
一

n 長度必須是 12 至 123 個字元，且必須符合以下四項複雜性需求的其中三項：

n 包含小寫字元

n 包含大寫字元

n 包含數字

n 包含特殊字元，例如 (! @#$%/^&*)

備註   您輸入的密碼必須符合 Microsoft 用於在 Microsoft Azure 中建立虛擬機器
可接受的密碼的需求。如需需求的清單，請參閱 Microsoft 說明文件中的密碼需
求。

驗證密碼 重新輸入密碼。

 
3 按一下移動。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會將映像匯入目錄中，並在 [多網繭映像] 頁面上的清單中建立新的映像。這是
映像的 1.0 版，且狀態為 部署完成。

後續步驟

將 1.0 版映像發佈至您的雲端連線網繭。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發佈映像版本 -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備註   當您發佈從 [已匯入的虛擬機器] 頁面移動的映像時，安裝 Horizon Agent 選項會無法使用，因為您
應該已安裝正確的代理程式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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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連線的 Horizon 網繭 - 使用 
Horizon Cloud 管理的映像建立桌面
指派

3
藉由從您的 Horizon Cloud Pod 機群的 Horizon 網繭匯入和發佈映像來設定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之
後，您可以根據這些受管理的映像建立桌面指派。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支援將受管理的映像用於下列類型的桌面指派。

備註   這些桌面集區是用於雲端連線的 Horizon 網繭的類型。此類的網繭以 Horizon 連線伺服器軟體為基
礎。

n 自動完整複製桌面集區

n 自動即時複製桌面集區

n 自動即時複製伺服器陣列

本章節討論下列主題：

n 雲端連線的 Horizon 網繭 - 從受管理的映像建立自動桌面集區

n 雲端連線的 Horizon 網繭 - 從受管理的映像建立自動伺服器陣列

n Horizon 8 網繭 - 將集區或伺服器陣列中的映像和快照源從 vCenter Server 變更為映像目錄，或反過
來

雲端連線的 Horizon 網繭 - 從受管理的映像建立自動桌面集區
本文件主題專屬於 Horizon 網繭 (以 Horizon Connection Server 軟體為基礎的網繭類型) 適用的桌面集
區。您可以根據映像目錄範本中的受管理映像，建立包含完整虛擬機器的自動即時複製桌面集區或自動桌
面集區。標記可讓您將桌面集區與特定映像版本產生關聯。

備註   當您想要使用來自 Microsoft Azure 中以網繭管理員為基礎網繭的受管理映像來建立桌面指派時，
步驟會與這些步驟不同。在該情況下，您可以建立多雲端桌面指派。請參閱第 4 章 Microsoft Azure 中的
網繭 - 使用受管理的映像建立 VDI 多雲端指派。

必要條件

n 準備 Horizon 網繭將用來建立機器的受管理映像。此映像必須可從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的映
像目錄中取得。執行下列程序：

n 匯入映像。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IMS 和 Horizon 8 網繭 - 將映像從 vCenter 匯入至映像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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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至少發佈一個映像版本。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發佈映像版本 -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n 收集您必須提供的組態資訊，以建立包含完整虛擬機器的自動即時複製桌面集區或自動桌面集區。有關
具體指示，請根據網繭的連線伺服器軟體版本，參閱相關資訊：

n 7.13 版 - Horizon 7 說明文件中的〈在 Horizon 中設定虛擬桌面〉。

n VMware Horizon 8 2006 版本或更新版本 - Horizon 說明文件中的〈Horizon 中的 Windows 桌
面和應用程式〉。

n 如果您想要透過 Workspace ONE Access 提供對桌面與應用程式的存取，請以對根存取群組具備 
Horizon 預先定義之管理員角色的使用者身分，來建立桌面和應用程式集區，如網繭的 Horizon 
Console 中所示。如果您為使用者提供的管理員角色是以根存取群組以外的存取群組為標的，則 
Workspace ONE Access 將無法辨識您在 Horizon 中設定的 SAML 驗證器，而您也無法在 
Workspace ONE Access 中設定集區。

程序

1 在 Horizon Console 中，選取詳細目錄 > 桌面。

2 按一下新增。

3 選取自動桌面集區，然後按下一步。

4 選擇建立包含完整虛擬機器的自動即時複製桌面集區或自動桌面集區。

n 若要建立即時複製桌面集區，請選取即時複製，然後按下一步。

n 若要建立包含完整虛擬機器的自動桌面集區，請選取完整虛擬機器，然後按下一步。

5 依照精靈中的提示操作，直到您進入 vCenter 設定頁面。

6 在 [虛擬機器範本] 下方，選取映像目錄作為映像來源。

7 在 [資料流] 下方，按一下瀏覽。

選取資料流對話方塊隨即出現。

備註   Horizon Console 會使用「資料流」一詞來指稱映像。

8 選取您要用於桌面集區的映像。

a 若要顯示映像目錄中的所有映像 (無論映像的狀態為何)，請選取顯示所有資料流。

備註   選取此選項會顯示映像目錄中的所有映像，包括尚未就緒或尚無法用於桌面集區的映像。

b 若要搜尋目錄中的特定映像，請在篩選器文字方塊中輸入映像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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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若要以映像目錄中最新的映像來更新顯示清單，請按一下重新整理 ( ) 圖示。

d 在顯示清單中，選取要作為桌面集區基礎的映像。

e 按一下提交。

9 在 vCenter 設定頁面上，從標記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選項。

您選取的標記將決定用來建立桌面集區的特定映像版本。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標記。

10 若要完成建立桌面集區的作業，請繼續依照提示完成精靈的其餘選項和頁面。

您可以在導覽窗格中按一下頁面名稱，直接回到任何精靈頁面。

11 若要確認桌面集區與映像版本之間的關聯，請移至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然後按一下詳細目錄 
> 映像 - 多網繭。從該處按一下相關聯映像的名稱，以開啟映像詳細資料頁面。然後，按一下與桌面集
區相關聯的相同標記所標示之版本的版本號碼。

在版本的詳細資料頁面上，確認新建立的桌面集區出現在 [集區] 清單下。

後續步驟

賦予使用者存取集區的權利。有關具體指示，請根據網繭的連線伺服器軟體版本，參閱相關資訊：

n 7.13 版 - Horizon 7 說明文件中的〈在 Horizon 中設定虛擬桌面〉。

n VMware Horizon 8 版本 - Horizon 說明文件中的〈Horizon 中的 Windows 桌面和應用程式〉。

雲端連線的 Horizon 網繭 - 從受管理的映像建立自動伺服器陣列
本文件主題專屬於 Horizon 網繭 (以 Horizon Connection Server 軟體為基礎的網繭類型) 適用的桌面集
區。您可以根據映像目錄範本中的受管理映像，建立包含 RDS 主機的自動即時複製伺服器陣列。標記可讓
您將伺服器陣列與特定映像版本產生關聯。

您可以在為使用者提供已發佈應用程式或已發佈桌面的存取權時，建立自動即時複製伺服器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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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條件

n 準備 Horizon 將用來建立機器的受管理映像。此映像必須可從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的映像目
錄中取得。執行下列程序：

n 匯入映像。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IMS 和 Horizon 8 網繭 - 將映像從 vCenter 匯入至映像目錄。

n 至少發佈一個映像版本。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發佈映像版本 -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n 收集您為了建立伺服器陣列所需提供的組態資訊。有關具體指示，請根據網繭的連線伺服器軟體版本，
參閱相關資訊：

n 7.13 版 - Horizon 7 說明文件中的〈在 Horizon 中設定虛擬桌面〉。

n VMware Horizon 8 2006 版本或更新版本 - Horizon 說明文件中的〈Horizon 中的 Windows 桌
面和應用程式〉。

程序

1 在 Horizon Console 中，選取詳細目錄 > 伺服器陣列。

2 按一下新增。

3 選取自動伺服器陣列，然後按下一步。

4 選取即時複製，然後按下一步。

5 依照提示繼續執行精靈，直到您進入 vCenter 設定頁面。

6 選取映像目錄作為映像來源。

7 在 [資料流] 下方，按一下瀏覽。

選取資料流對話方塊隨即出現。

備註   Horizon Console 會使用「資料流」一詞來指稱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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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選取您要用於伺服器陣列的映像。

a 若要顯示映像目錄中的所有映像 (無論映像的狀態為何)，請選取顯示所有資料流。

備註   選取此選項會顯示映像目錄中的所有映像，包括尚未就緒或尚無法用於伺服器陣列的映像。

b 若要搜尋目錄中的特定映像，請在篩選器文字方塊中輸入映像的名稱。

c 若要以映像目錄中最新的映像來更新顯示清單，請按一下重新整理 ( ) 圖示。

d 在顯示清單中，選取要作為伺服器陣列基礎的映像。

e 按一下提交。

9 在 vCenter 設定頁面上，從標記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選項。

您選取的標記將決定用來建立伺服器陣列的特定映像版本。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標記。

10 若要完成伺服器陣列建立作業，請繼續依照提示完成精靈的其餘選項和頁面。

您可以在導覽窗格中按一下頁面名稱，直接回到任何精靈頁面。

11 若要確認伺服器陣列與映像版本之間的關聯，請移至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然後按一下詳細目
錄 > 映像 - 多網繭。從該處按一下相關聯映像的名稱，以開啟映像詳細資料頁面。然後，按一下與伺
服器陣列相關聯的相同標記所標示之版本的版本號碼。

在版本的詳細資料頁面上，確認新建立的伺服器陣列出現在 [集區] 清單下。

後續步驟

建立已發佈的應用程式集區或已發佈的桌面集區。有關具體指示，請根據網繭的連線伺服器軟體版本，參
閱相關資訊：

n 7.13 版 - Horizon 7 說明文件中的〈在 Horizon 中設定虛擬桌面〉。

n VMware Horizon 8 版本 - Horizon 說明文件中的〈Horizon 中的 Windows 桌面和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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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 8 網繭 - 將集區或伺服器陣列中的映像和快照源從 
vCenter Server 變更為映像目錄，或反過來
從 Horizon 8 2209 版開始，視您希望如何管理最佳配置映像而定，您可以將集區或伺服器陣列中使用的
最佳配置映像和快照來源，從使用 vCenter Server 變更為使用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IMS) 映像目錄。

或者，如果集區或伺服器陣列已對其來源實體使用 IMS 映像目錄，您可以切換成對該來源實體使用 
vCenter Server。

藉由此功能，您可以視需要來回切換來源。在 Horizon 8 2209 之前的版本中，無法將來源切換成使用 
IMS 映像目錄，也無法從使用 IMS 映像目錄切換回來。

將此功能與您的自動完整複製桌面集區搭配使用
請參閱 Horizon 8 2209：建立和管理自動完整複製桌面集區頁面。如該頁面中所述，使用 VMware 
Horizon Console 來編輯完整複製桌面集區的設定，並變更來源的選項按鈕後，您必須重建與編輯後的來
源相關聯的虛擬機器，變更才會生效。

將此功能與您的自動即時複製桌面集區搭配使用
請參閱 Horizon 8 2209：修補即時複製桌面集區頁面。如該頁面中所述，您需要變更 VMware Horizon 
Console 的排程推送映像作業 (維護 > 排程) 中的來源設定。

將此功能與您的自動即時複製伺服器陣列搭配使用
請參閱 Horizon 8 2209：自動即時複製伺服器陣列的排程維護頁面。如該頁面中所述，您需要變更 
VMware Horizon Console 的排程維護作業 (維護 > 排程) 中的來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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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Azure 中的網繭 - 使用受
管理的映像建立 VDI 多雲端指派 4
使用受管理映像建立 VDI 多雲端指派的工作流程類似於單一網繭映像的程序，但有一些細微變化。

若要使用由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管理的映像建立 VDI 多雲端指派，請遵循 Microsoft Azure 中的網繭 - 
建立 VDI 多雲端指派中的步驟，以及下列的額外動作。

n 在精靈的 [桌面] 步驟中，您必須啟用名為使用多網繭映像的額外選項。

n 啟用使用多網繭映像時，您不再需要為在 [定義] 步驟中選取的每個網繭選取映像。而是需要選取想要
使用的多網繭映像以及相關聯的標記。

n 此外，只有您於 [定義] 步驟中選取的每個網繭上，處於成功發佈狀態的多網繭映像將可供選取。

備註   當您使用受管理的映像建立 VDI 多雲端指派時，您無法編輯該指派以使用單一網繭映像。不過，如
果您使用單一網繭映像建立指派，可以遵循一般的編輯工作流程，在 [桌面] 步驟中啟用使用多網繭映像選
項並選取多網繭映像，以編輯該指派以使用多網繭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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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Azure 中的網繭 - 使用受
管理映像來建立伺服器陣列 5
「使用受管理映像來建立伺服器陣列」工作流程類似於單一網繭映像的程序，但有一些細微變化。

若要使用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所管理的映像來建立伺服器陣列，請執行 Horizon Cloud 網繭 - 建立伺服
器陣列中的步驟，並執行以下的額外動作。

n 在精靈的 [桌面] 步驟中，您必須啟用名為使用多網繭映像的額外選項。

n 啟用使用多網繭映像時，您需要選取您想使用的多網繭映像以及相關聯的標記。

n 此外，只有那些處於已成功發佈狀態的多網繭映像才可供選取。

備註   當您使用受管理的映像建立 VDI 多雲端指派時，您無法編輯該指派以使用單一網繭映像。不過，如
果您使用單一網繭映像建立指派，可以遵循一般的編輯工作流程，在 [桌面] 步驟中啟用使用多網繭映像選
項並選取多網繭映像，以編輯該指派來使用多網繭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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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網繭映像頁面概觀 6
此說明文件頁面說明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的 [多網繭映像] 頁面上提供的選項。[多網繭映像] 頁面
會提供映像目錄中已登錄映像的儀表板顯示，以便讓您檢視受管理映像和映像版本的詳細資料。[多網繭映
像] 頁面也會作為命令中心，您可在其中起始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動作。

備註   主控台會提供映像 - 多網繭和映像 - 多網繭導覽標籤，以供導覽至兩個截然不同的映像相關頁面。這
裡說明的 [多網繭映像] 頁面會提供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的所有支援多網繭的映像功能。[映像] 頁面僅提
供可用於單一網繭映像的功能。如需單一網繭映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 Microsoft Azure 中 Horizon 
Cloud Pod 的已發佈映像。

在主控台的 [多網繭映像] 頁面上，您可以檢視詳細資料，並對受管理映像起始動作。然後，您可以從這個
主頁面導覽至子頁面，以顯示有關每個映像版本的其他詳細資料。

多網繭映像 - 主頁面
若要在主控台中顯示 [多網繭映像] 頁面，請選取詳細目錄 > 映像 - 多網繭。

表 6-1. 主要多網繭映像頁面上的每一映像資訊資料行 

資料行 說明

狀態 映像的可用性狀態：

n 在匯入和發佈程序執行期間，此資料行會顯示進行中 ( ) 狀態。

n 映像發佈完成後，此資料行會顯示可用狀態，表示該映像已準備好接受管理以及用於桌
面指派中。

映像名稱 將映像新增至映像目錄時定義的映像名稱。

說明 將映像新增至映像目錄時選擇性定義的映像說明。

版本 您所建立此映像的版本數目。

平台 對於每個映像，此資料行會簡要指出該映像相關的部署類型。

n Private Data Center 會指出該映像源自 vSphere 網繭部署的 Horizon 環境。

n Microsoft Azure 會指出該映像源自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

小心   只能將映像發佈至共用同一種網繭部署類型的網繭。例如，來自 Horizon 部署的映像
只能發佈至同一類型，而來自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的映像只能發佈至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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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主要多網繭映像頁面上的每一映像資訊資料行 (續)

資料行 說明

作業系統 映像的作業系統。

修改日期 對映像所做的最近變更的時間戳記。

主頁面也包含可讓您起始下表所述動作的按鈕。若要存取其中的許多動作按鈕，您必須先按一下資料列最
左側的選取按鈕，以選取映像。

表 6-2. 可從主要多網繭映像頁面取得的動作

動作 說明

作業系統最佳化工具 在頁面頂端有一個橫幅，其中包含指向 Windows OS Optimization Tool for VMware 
Horizon 產品下載頁面的連結。本產品備有 Microsoft Windows 和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系統，並已將之最佳化，以便與 Horizon Cloud 搭配使用。

從 Azure Marketplace 建立 開啟匯入虛擬機器 - Marketplace 精靈，可讓您將來源映像從 Microsoft Azure 
Marketplace 匯入映像目錄。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IMS 和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 - 將映像匯入至映像目錄。

若要使用此選項：
n 如果您具有混合了 Horizon 網繭與 Horizon Cloud Pod 的機群，請按一下新建 > 從 

Azure Marketplace 建立。

n 如果您只有 Horizon Cloud Pod，請按一下新建。

從 vCenter 匯入 開啟 [匯入映像] 精靈，可讓您將來源映像從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匯入到映像目錄。請
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IMS 和 Horizon 8 網繭 - 將映像從 vCenter 匯入至映像目錄。

若要使用此選項：
n 如果您的網繭機群同時包含以 Connection Server 為基礎的 Horizon 網繭以及 

Microsoft Azure 中以網繭管理員為基礎的網繭，請按一下新增 > 從 vCenter 匯入。

n 如果您的網繭機群僅包含 Horizon 網繭 (即在連線伺服器上執行的網繭)，請按一下新
增。

編輯 可讓您編輯映像目錄中所登錄映像的說明。請參閱編輯映像的詳細資料。

停用 將映像置於停用狀態。當您停用映像時，就無法將該映像下方的任何版本用於新的桌面指
派。

已使用該映像某個版本的現有桌面指派則不受影響。

備註   此選項僅適用於以 Connection Server 為基礎的 Horizon 網繭。

設定認證 可讓您設定用於存取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的使用者登入資訊。請參閱雲端連線的 
Horizon 網繭 - 設定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以與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搭配使用。

選取 vCenter > 設定認證以使用此選項。

備註   如果您沒有以 Connection Server 為基礎的任何 Horizon 網繭，則不會顯示此選
項。

掃描映像詳細目錄 掃描您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中的映像。

選取 vCenter > 掃描映像詳細目錄，以使用此選項。

備註   如果您沒有以 Connection Server 為基礎的任何 Horizon 網繭，則不會顯示此選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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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可從主要多網繭映像頁面取得的動作 (續)

動作 說明

啟用 讓已停用的映像回復為啟用狀態。新的桌面指派可以使用已啟用映像的版本。

備註   如果您沒有以 Connection Server 為基礎的任何 Horizon 網繭，則不會顯示此選
項。

重新掃描狀態 重新掃描網繭 (vCenter Server、資料存放區、主機、叢集、資料存放區路徑) 的拓撲，並
報告自網繭連線之後發生的任何變更。

n 映像準備正在進行時，無法執行此工作。

n 重新掃描正在執行時，從 vCenter 匯入和設定認證選項無法使用。

重新整理頁面的顯示。

下載映像目錄使用量報告，其中包含 CSV 格式的所有映像和映像版本資料。

按一下映像名稱會開啟該映像的詳細子頁面。

映像詳細資料頁面
若要開啟映像的詳細資料頁面，請按一下主要 [多網繭映像] 頁面中的映像名稱。

映像的相關資訊會出現在頁面頂端的標頭中。此資訊包含映像的名稱、狀態、作業系統，以及在映像下登
錄的版本數目。

映像版本會出現在標頭下方的清單中。每個映像版本的相關資訊會出現在清單的資料行中。

表 6-3. 映像詳細資料頁面上的每一版本資訊資料行 

資料行 說明

狀態 映像版本的可用性狀態：

n 當您第一次匯入、建立或發佈版本時，此資料行會顯示進行中 ( ) 狀態。當映像版本
經歷其他類型的變更 (例如，標記關聯變更) 時，它也會顯示進行中狀態。

n 在版本的匯入或建立完成後，此資料行會顯示部署完成狀態，表示版本已準備就緒可供
發佈。

n 版本發佈完成後，此資料行會顯示可用狀態，表示該版本已可供桌面指派使用。

n 如果在嘗試匯入或發佈版本時發生問題，此資料行會顯示失敗狀態。如果可供使用，您
可以按一下狀態旁的資訊圖示，以檢視與失敗的可能原因有關的詳細資料。

版本 映像版本的數字標籤。

n 主版本會標示為完整整數 (例如 2.0)。

n 副版本會以點值遞增標示 (例如 1.1)。

標記 指派給映像版本的標記清單。

標記就像是身為管理員的您在匯入或建立映像，或是在建立新版本映像時，放置在映像版本
上的一個標記或標籤。您可以在根據該映像版本建立多雲端指派時，針對稍後參考該標記的
目的設定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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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映像詳細資料頁面上的每一版本資訊資料行 (續)

資料行 說明

說明 您在建立版本時選擇性定義的映像版本說明。

修改日期 對映像版本所做的最近變更的時間戳記。

映像詳細資料頁面也包含可讓您起始下表所述動作的按鈕。若要存取其中的許多動作按鈕，您必須先按一
下資料列最左側的選取按鈕，以選取映像版本。

表 6-4. 映像詳細資料頁面上的可用動作 

動作 說明

新增映像 開啟對話方塊，讓您使用選取的映像版本作為基準來建立映像。請參閱在目錄中建立映像。

新版本 開啟對話方塊，讓您使用選取的版本作為基準來建立映像版本。請參閱建立新的映像版本。

編輯 開啟對話方塊，讓您將新的或現有的標記與映像版本建立關聯。請參閱以自訂映像更新桌面
指派。

停用 將映像版本置於停用狀態。當您停用映像版本時，就無法將版本用於新的桌面指派。

已使用映像版本的現有桌面指派則不受影響。

備註   此選項僅適用於以 Connection Server 為基礎的 Horizon 網繭。

發佈 開啟 [發佈映像] 對話方塊，可讓您指定用於發佈映像版本的組態選項。請參閱第一代租用
戶 - 發佈映像版本 -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若要存取發佈按鈕，請按一下更多 (...) 按鈕以顯示進階命令的功能表。

啟用 讓已停用的映像版本回復啟用狀態。啟用映像版本，使其再次可供桌面指派使用。

若要存取啟用按鈕，請按一下更多 (...) 按鈕以顯示進階命令的功能表。

備註   此選項僅適用於以 Connection Server 為基礎的 Horizon 網繭。

刪除 刪除正由指派使用中的映像版本。請參閱刪除映像或映像版本。

重新發佈 發佈失敗時重試發佈映像版本。請參閱使用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重新發佈映像版
本。

備註   此選項僅適用於 Microsoft Azure 上的網繭。

解除發佈 移除所有映像複本，並將來源虛擬機器還原為部署完成狀態。請參閱解除發佈映像版本。

備註   此選項僅適用於 Microsoft Azure 上的網繭。

重新整理頁面的顯示。

按一下某個資料列中的版本號碼，即會開啟該映像版本的 [詳細資料] 頁面。

映像版本詳細資料頁面
若要開啟映像版本的 [詳細資料] 頁面，請按一下映像詳細資料頁面中的版本號碼。

頁面標頭會顯示版本所屬映像的名稱、版本號碼、映像版本的狀態、作業系統和網繭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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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標頭下方有兩個表格，其中一個表格提供您網繭中映像版本複本的相關資訊，另一個是以映像版本為基
礎之集區或指派的相關資訊。

n 映像複本的相關資訊

資料行 說明

狀態 映像版本的每個複本的可用性狀態：
n 在複寫程序執行期間，當映像版本複製到來源網繭的內容程式庫時，此資料行會顯示

進行中 ( ) 狀態。

備註  

n 針對 Horizon 網繭，內容程式庫是與網繭相關聯的 vCenter Server。

n 對於 Microsoft Azure 中的 Horizon Cloud Pod，內容程式庫是對應於網繭的 
Microsoft Azure 共用映像庫定義。

n 映像版本複製到來源網繭的內容程式庫後，狀態會變更為部署完成。

n 映像版本複製到來源以外的網繭內容程式庫後，狀態會變更為可用。

n 如果在嘗試複製映像版本時發生問題，此資料行會顯示失敗狀態。如果可供使用，您
可以按一下狀態旁的資訊圖示，以檢視與失敗的可能原因有關的詳細資料。

網繭 映像版本的複本所在 Horizon 網繭的名稱。

檔案路徑 映像複本所在的路徑。

n 對於以 Connection Server 為基礎的 Horizon 網繭中的複本，這是 vCenter IP 位
址。

n 對於 Microsoft Azure 上網繭中的複本，這是 Microsoft Azure 在資源群組中針對您 
Microsoft Azure 訂閱所指派的路徑。

備註   存在一個已知問題，可能會導致不會顯示源自 Microsoft Azure 且從 [已匯入的
虛擬機器] 頁面移動之映像的檔案路徑。

複製名稱 複本出現在網繭中時的名稱。此名稱是使用映像名稱和版本號碼組成，並且列出的所有複
本皆相同。

修改日期 上次修改此複本的日期和時間。

n 桌面集區和指派的相關資訊 - 顯示的資訊取決於映像的類型。

n 桌面集區的相關資訊 (映像來自 Horizon 部署)

資料行 說明

名稱 在主控台中建立的集區或指派的名稱。

佈建類型 佈建桌面集區或指派的方法。

n 桌面指派的相關資訊 (映像來自 Horizon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部署)

資料行 說明

名稱 指派名稱。

標記 與指派相關聯的標記。

這是在映像匯入期間所設定、如先前的「映像詳細資料頁面上的每一版本資訊資料行」

表格中所述的相同標記。

網繭 從中佈建桌面指派的網繭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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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討論下列主題：

n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的詳細目錄功能表中的映像相關選項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的詳細目錄功能表中的映像相關選項
主控台導覽列的詳細目錄功能表可讓您存取相關頁面，以使用您環境詳細目錄中包含的資產，例如 RDSH 
伺服器陣列、可指派的映像和應用程式，以及已匯入的虛擬機器 (VM)。您在此功能表中看到的映像相關選
項會隨著您網繭機群中的網繭類型而有所不同。

當您的網繭機群僅包含雲端連線 VMware Horizon 網繭時
如 Horizon Cloud 部署指南中所述，此類網繭會以 Horizon Connection Server 軟體為基礎。在此案例
中，詳細目錄功能表會顯示映像 - 多網繭選項。這會開啟 [多網繭映像] 頁面，其中提供 Horizon 映像管理
服務的所有支援多網繭的映像功能。這些功能可用於建立可在多個網繭之間共用的映像。請參閱第 6 章 多
網繭映像頁面概觀。

當您的網繭機群僅包含部署在 Microsoft Azure 中的網繭時
如 Horizon Cloud 部署指南中所述，此網繭類型以 Horizon Cloud Pod 管理員技術為基礎。在此案例
中，主控台中顯示的選項將取決於下列準則：

n 您的所有網繭皆為資訊清單 2632 版或更新版本。

n 您的租用戶環境已設定為使用 Universal Broker。

n 您的客戶帳戶已啟用，以對 Microsoft Azure 中部署的網繭使用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如果符合這所有準則，則詳細目錄功能表會顯示兩個選項：映像和映像 - 多網繭。否則，功能表只會顯示
映像選項。下面會說明這兩個選項。

n 映像 - 開啟 [映像] 頁面，此頁面提供映像相關工作流程，僅用於將映像發佈至單一網繭，而系統提供
的動作則可搭配使用此類的每個網繭映像。這些是在 Horizon Cloud 中將已設定的映像虛擬機器轉換
為可指派的映像和管理 Microsoft Azure 中 Horizon Cloud Pod 的已發佈映像中所述的工作流程。

n 映像 - 多網繭 - 開啟 [多網繭映像] 頁面，其中提供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的所有支援多網繭的映像功
能。這些功能可用於建立可在多個網繭之間共用的映像。請參閱第 6 章 多網繭映像頁面概觀。

備註   這些選項僅適用於 VDI 桌面。對於 RDSH 類型的映像，請使用映像頁面。

當您的網繭機群混合了 Horizon 網繭和 Microsoft Azure 中的以網繭管理
員為基礎的網繭時
當您的網繭機群同時包含以 Connection Server 為基礎的雲端連線 Horizon 網繭以及 Microsoft Azure 
中以網繭管理員為基礎的網繭時，詳細目錄功能表會顯示兩個選項：映像和映像 - 多網繭。下面會說明這
兩個選項。

n 映像 - 開啟 [映像] 頁面，此頁面提供映像相關工作流程，僅用於將映像發佈至單一網繭，而系統提供
的動作則可搭配使用此類的每個網繭映像。這些是在 Horizon Cloud 中將已設定的映像虛擬機器轉換
為可指派的映像和管理 Microsoft Azure 中 Horizon Cloud Pod 的已發佈映像中所述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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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映像 - 多網繭 - 開啟 [多網繭映像] 頁面，其中提供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的所有支援多網繭的映像功
能。這些功能可用於建立可在多個網繭之間共用的映像。請參閱第 6 章 多網繭映像頁面概觀。

備註   對於 Microsoft Azure 中的網繭，這些功能僅適用於 VDI 桌面。對於 RDSH 類型的映像，請使
用 [映像] 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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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桌面指派 7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可讓您使用已修改的映像，輕鬆地在網繭間更新桌面指派。在桌面指派與映像之間
設定了適當的關聯後，您就可以使用標記來更新這些關聯。

若要完成桌面指派的自動更新，請依照所列順序執行下列工作：

1 建立桌面指派所使用之現有映像的新版本。請參閱建立新的映像版本。

2 對新映像版本進行必要的自訂。請參閱自訂映像。

3 發佈版本，使新的自訂版本可供桌面指派使用。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發佈映像版本 - Horizon 映像管
理服務。

4 將相關聯的標記從目前的映像版本移至新自訂的版本，以更新桌面指派。請參閱以自訂映像更新桌面指
派。

本章節討論下列主題：

n 建立新的映像版本

n 自訂映像

n 以自訂映像更新桌面指派

建立新的映像版本
若要起始以自訂映像更新桌面指派的工作流程，您必須先在映像目錄中建立新的映像版本。您可以在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中執行這些步驟。

新版本會接收您對基礎映像所做的任何編輯。例如，對於內部部署 Horizon 網繭，新版本會接收您在 
vCenter Server 中對基礎映像執行個體進行的任何編輯。

備註   如果發生下列一或多種情況，則無法在 [版本] 頁面上選取新映像或新版本來建立映像。

n 刪除用來匯入和發佈原始映像的 Microsoft Azure 來源網繭

n 刪除對應至 Microsoft Azure 來源網繭的訂閱或資源群組

程序

1 按一下詳細目錄 > 映像 - 多網繭。

主控台會顯示映像目錄中登錄的所有多網繭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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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您要為其新增新版本的映像名稱。

映像的詳細資料頁面隨即出現，並列出其所有的目前版本。

3 針對要讓新版本作為基礎的來源版本，按一下其最左側的選取按鈕，然後按一下新版本。

[新版本] 對話方塊隨即出現。

4 指定新版本的選項。

選項 說明

來源映像版本 此唯讀欄位會顯示要遞增的映像版本。

版本類型 指定要如何遞增新版本號碼：
n 主版本數字會以整數值遞增 (例如，1.0 到 2.0)。

n 副版本數字會以點值遞增 (例如，1.1 到 1.2)。

說明 (選用) 輸入新版本的說明。

標記 (選用) 定義一或多個要與新版本相關聯的參考標記。

 
5 按一下提交。

當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在目錄中建立版本，並在來源網繭中準備其基礎映像時，新版本的 [狀態] 資

料行中會出現進行中 ( ) 圖示。映像準備完成後，新版本的狀態就會變更為部署完成。

新版本的基礎映像是來源版本的基礎映像複本。現在，您可以編輯新版本的基礎映像，而不會來源映像
版本造成影響。

後續步驟

對於 VMware SDDC 中的 Horizon 網繭，您可以使用 vSphere Client 對新版本的基礎映像進行編輯和自
訂。請參閱自訂映像。

自訂映像
若要為在映像目錄中登錄的映像版本自訂作業系統和應用程式設定，請使用 vSphere Client 對 vCenter 
Server 上的映像進行必要的變更。

在建立映像版本後，但尚未將其發佈至網繭之前，您可以自訂基礎映像，以納入您要在使用者的桌面中提
供的所有設定和功能。

您的自訂工作可能包括：

n 安裝您要在使用者的桌面中啟用的第三方應用程式。

n 自訂 Windows 客體作業系統，例如安裝您的組織所需的特殊驅動程式、套用底色圖案、設定預設色
彩和字型、設定工作列設定，以及這類的其他作業系統層級工作。

必要條件

執行建立新的映像版本中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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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識別您要自訂的來源映像。

a 在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中，選取詳細目錄 > 映像 - 多網繭。

b 按一下包含要自訂的版本的映像名稱。

c 在映像詳細資料頁面上，按一下您要自訂之映像版本的版本號碼。

d 在版本詳細資料頁面上的映像複本區段中，記下以下資訊：

n 來源 vCenter Server 的 IP 位址或完整網域名稱 (列於 vCenter 下方)。

n 列於範本/快照下方的映像名稱。這是來源映像在 vCenter 內容程式庫中的名稱。

2 在 vCenter Server 上尋找來源映像。

a 使用網頁瀏覽器和您在上一個步驟中取得的 IP 位址，導覽至來源 vCenter Server 的 URL。

b 按一下啟動 vSphere Client (HTML)，然後登入 vSphere Client。

c 在 vSphere Client 中，搜尋您在上一個步驟中取得的來源映像名稱。

3 在 vCenter Server 上找到來源映像後，對該映像進行必要的自訂。如需詳細指示，請參閱 VMware 
vSphere 說明文件。

後續步驟

將自訂映像版本發佈至環境中的網繭。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發佈映像版本 -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以自訂映像更新桌面指派
藉由重新關聯或移動標記，您可以更新桌面指派，以使用不同於目前所使用的映像版本。若要更新桌面指
派，請將其相關聯的標記從目前的映像版本移至新版本。

第一代租用戶 -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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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標記重新關聯工作流程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標記。

必要條件

n 建立新的映像版本

n 自訂映像

n 第一代租用戶 - 發佈映像版本 -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程序

1 在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中，選取詳細目錄 > 映像 - 多網繭。

主控台會顯示所有已在映像目錄中登錄的映像。

2 按一下您要讓桌面指派使用的更新版本所屬的映像名稱。

映像的詳細資料頁面隨即出現，並列出其所有的目前版本。

3 若要將適當的標記移至您想要桌面指派使用的映像版本，請按一下該版本旁邊的選取按鈕，然後按一下
編輯。

4 針對標記選項，指定與桌面指派相關聯的標記。

備註   如果指定的標記目前與其他映像版本相關聯，則會顯示一則警示訊息。該訊息會通知您，標記與
映像版本之間的關聯變更，會以新標記的映像版本更新所有相關聯的桌面指派。

5 若要以標記的重新關聯和所有適用的桌面指派更新繼續作業，請按一下提交。

n 針對 Horizon 網繭，移動標記時會提示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以使用新映像版本更新所有相關聯
的桌面指派。

n 針對 Microsoft Azure 中的網繭，移動標記時會提示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先驗證所有相關聯的
桌面指派是否在線上且準備好接收映像更新。如果驗證成功，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會繼續以新映
像版本更新相關聯的桌面指派。

備註   當一或多個桌面指派進行組態變更 (例如桌面佈建且不處於線上狀態) 時，驗證可能會失敗。

在此情況下，標記重新關聯會失敗，並出現錯誤狀態，且不會發生映像更新。若要重試映像更新，
請等待所有桌面指派重新回到線上，然後重複將標記移至新映像版本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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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映像目錄中的映像和版本 8
您可以對映像目錄中的映像和版本執行特定管理工作。您可以編輯、刪除、 停用和啟用映像和版本。

本章節討論下列主題：

n 編輯映像的詳細資料

n 停用映像或版本

n 啟用映像或版本

n 刪除映像或映像版本

n 使用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重新發佈映像版本

n 解除發佈映像版本

編輯映像的詳細資料
您可以編輯映像目錄中所登錄映像的說明。您可以使用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來執行這些步驟。

程序

1 在主控台中，選取詳細目錄 > 映像 - 多網繭。

主控台會顯示所有已在映像目錄中登錄的映像。

2 針對您要編輯的映像，按一下其最左側的選取按鈕，然後按一下編輯。

3 在 [編輯映像] 對話方塊中，輸入映像的新說明，然後按一下儲存。

主控台會顯示具有新說明的映像。

停用映像或版本
若要防止在新指派中使用映像或版本，請使用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將該映像或版本置於非作用
中或已停用狀態。

備註   此 IMS 功能僅適用於 Horizon 網繭類型。

當您停用映像版本後，主控台會阻止在建立新指派時選取該版本。如果停用整個映像，將導致停用該映像
下的所有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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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停用映像版本，將不會影響以該映像版本為基礎的現有指派。如果現有指派所使用的映像版本在日後
停用，該指派仍可繼續使用相同的映像版本，即使該版本處於停用狀態亦然。

備註   您無法變更已停用映像版本的標記關聯。例如，您無法為已停用的映像版本建立標記，或將其與任何
其他標記產生關聯。

程序

1 在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中，選取詳細目錄 > 映像 - 多網繭。

主控台會顯示所有已在映像目錄中登錄的映像。

2 選擇停用整個映像或特定映像版本。

n 若要停用整個映像，請按一下映像最左側的選取按鈕，然後按一下停用。

n 若要停用特定映像版本，請先按一下包含該版本的映像名稱。在映像詳細資料頁面中，按一下該映
像版本最左側的選取按鈕。然後，按一下停用。

啟用映像或版本
您可以使用啟用命令，將已停用的映像或版本回復為可用狀態。啟用映像或版本時，可讓它再次可供您在
主控台中所建立的新指派使用。

啟用整個映像時，該映像的所有版本都會啟用。

備註   此 IMS 功能僅適用於 Horizon 網繭類型。

程序

1 在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中，選取詳細目錄 > 映像 - 多網繭。

主控台會顯示所有已在映像目錄中登錄的映像。

2 選擇啟用整個映像或特定映像版本。

n 若要啟用整個映像，請按一下映像最左側的選取按鈕。然後，按一下更多 (...) 按鈕，並選取啟
用。

n 若要啟用特定映像版本，請先按一下包含該版本的映像名稱。在映像詳細資料頁面中，按一下該版
本最左側的選取按鈕。然後，按一下更多 (...) 按鈕，並選取啟用。

刪除映像或映像版本
使用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時，如果指派未使用某個映像版本時，則可以將該映像版本從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IMS) 中刪除。若要刪除整個映像，您必須先刪除該映像下的所有版本。

當您將刪除作業套用至某個映像版本時，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將會從映像目錄中刪除該版本。對於 IMS 
從 Horizon 網繭中使用的映像，IMS 還會將該版本的基礎映像資產從來源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中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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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只希望將映像版本的已發佈複本，從這些複本發佈時所指向的網繭中移除，請改用解除發佈選項。

請參閱解除發佈映像版本。

備註   您無法刪除正由指派使用中的映像版本。

程序

1 在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中，選取詳細目錄 > 映像 - 多網繭。

主控台會顯示所有已在映像目錄中登錄的映像。

2 按一下要刪除的版本所屬的映像名稱。

映像詳細資料頁面隨即顯示，並列出其所有版本。

3 在映像詳細資料頁面上，選取要刪除的版本。按一下更多 (...) 按鈕，然後從功能表中選取刪除。

此時將顯示確認對話方塊。

4 按一下繼續。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即會刪除該映像版本。映像版本不再顯示於服務中，且您無法再對其執行映像管
理。

5 若要刪除整個映像，請重複步驟 2 到 4 以刪除映像下的每個版本。當您刪除最後剩餘的版本後，系統
就會自動刪除整個映像。

使用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重新發佈映像版本
如果嘗試發佈映像版本失敗 (部分或完整)，則可以使用主控台的 [重新發佈] 工作流程來重試發佈。

n 如果在某些網繭上成功發佈映像版本，但在其他網繭上失敗，則其狀態會顯示為「部分可用」。如果發
佈在所有網繭上失敗，則其狀態會顯示為「失敗」。在這兩種情況下，您都可以使用 [重新發佈] 選項
來重試該程序。

小心   網繭上的發佈失敗通常來自於網繭內的環境原因。重新發佈程序不會修復網繭上的任何環境問
題。您必須自行修正環境問題，之後才能嘗試重新發佈至該網繭。這包括確保網繭處於線上狀態且處於
健全狀態，且沒有出現任何問題，例如違反配額或連線問題 (例如，要求太多或通訊端例外狀況)。這
也包括解決虛擬機器可能因為虛擬機器上執行的手動使用者動作而出現的任何非預期狀態，例如：

n 為了發佈目的嘗試將已關閉電源的虛擬機器開啟電源。

n 嘗試從 Microsoft Azure 入口網站或 vCenter Server 移除虛擬機器。

備註   如果您嘗試發佈的映像版本是以您建立的自訂虛擬機器為基礎，則可能會在發佈程序的其中一個
中間步驟中看到錯誤，例如代理程式配對或 Sysprep。在這些情況下，您可以如下所述嘗試 [重新發
佈] 動作。

n 重新發佈映像版本時，您無法對首次發佈時所選取的參數進行任何變更。重新發佈選項只會使用您一開
始所做的所有設定重試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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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在主控台中，導覽至詳細目錄 > 映像 - 多網繭。

主控台會顯示所有已在映像目錄中登錄的映像。

2 按一下包含要重新發佈之版本的映像名稱。

映像詳細資料頁面隨即顯示，並列出其所有版本。

3 在映像詳細資料頁面上，選取要重新發佈的版本。

重要   您只能重新發佈狀態為「部分可用」(在某些網繭上發佈失敗，而在其他網繭上成功) 或「失敗」

(在所有網繭上發佈失敗) 的版本。此失敗一定是在發佈程序期間發生。如果失敗是在建立虛擬機器的
程序期間發生，則無法使用 [重新發佈] 選項。

4 按一下更多 (...) 按鈕，然後從功能表中選取重新發佈。

頁面頂端隨即顯示訊息，指出重新發佈程序已開始。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會嘗試使用您第一次嘗試發
佈時最初選取的參數來發佈該映像版本。如需有關發佈程序的詳細資料，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發佈映
像版本 -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備註   如果重新發佈動作失敗，請檢閱此主題頂端的資訊，並視需要修正問題，然後再次重新發佈。針
對 Azure 網繭中的映像，如果重新發佈仍然失敗，請遵循解除發佈映像版本中的步驟來解除發佈該映
像版本，然後再次重新發佈。

小心   由於此版本中的已知問題，發佈有時會失敗，並出現訊息，指出發生 AGENT_PAIRING 或 
SYSPREP 錯誤。如果發生此情況，請如本主題中所述，嘗試重新發佈。

解除發佈映像版本
您可以使用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中的 [重新發佈] 選項，從您的網繭中移除映像版本的所有複本。

n 解除發佈某個映像版本，系統會將該映像版本保留在目錄中，且狀態為「部署完成」。如果您想要從目
錄中移除某個映像版本或整個映像，請改用 [刪除] 選項。請參閱刪除映像或映像版本。

n 如果版本的複本正由指派使用中，則無法解除發佈該映像版本。

注意   請謹慎使用 [解除發佈] 動作。對相同的映像版本重複使用此動作可能會導致非預期的結果，並且在
後續嘗試發佈映像版本時無法密封映像。例如，如果您建立了新的映像版本，且對該映像版本執行 [發佈] 
而使其進入 [已發佈] 狀態，然後您對該映像版本執行 [解除發佈]，然後再次執行 [發佈]，則在發佈工作流
程中執行的 Sysprep 程序可能會失敗。如果您再次解除發佈該映像版本，自此之後，該映像的發佈工作流
程可能一律會失敗。此時，較謹慎的做法是從頭開始並建立新的基礎映像。

程序

1 在主控台中，選取詳細目錄 > 映像 - 多網繭。

主控台會顯示所有已在映像目錄中登錄的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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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包含要解除發佈的版本的映像名稱。

映像詳細資料頁面隨即顯示，並列出其所有版本。

3 在映像詳細資料頁面上，選取要解除發佈的版本。

備註   您只能解除發佈狀態為「可用」或「部分可用」的版本。

4 按一下更多 (...) 按鈕，然後從功能表中選取解除發佈。

此時將顯示確認對話方塊。

5 按一下繼續。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會從您的網繭移除此映像版本的所有複本。映像版本現在會列出，且狀態為「部
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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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9
如果您在使用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時遇到問題，其原因可能出在系統組態中的一或多個元件上。

對問題進行疑難排解的第一步，是確認您的系統組態符合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的需求，且您已在必要時
為系統元件設定正確的認證。請仔細檢閱下列主題中的注意事項和必要條件：

n 第一代租用戶 - IMS 系統需求

n 雲端連線的 Horizon 網繭 - 設定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以與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搭配使用

n 第一代租用戶 - IMS 和 Horizon 8 網繭 - 將映像從 vCenter 匯入至映像目錄

n 第一代租用戶 - 發佈映像版本 -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如果在您嘗試匯入或發佈映像版本後，該版本顯示失敗狀態，請按一下狀態旁的資訊圖示，以檢視與失敗
的可能原因有關的詳細資料。此資訊圖示有時可能只會出現在版本詳細資料頁面上。

本章節討論下列主題：

n 無法在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中存取多網繭映像頁面

n 映像停滯在擱置中狀態

n 映像發佈失敗，並出現錯誤「無法連線至 vCenter」

n vCenter Server 或資料存放區未出現在設定 vCenter 認證或匯入映像精靈中

n 映像發佈失敗，並出現錯誤「發生一般系統錯誤：vix 錯誤碼 = (1, 0)」

n 映像發佈失敗，並出現錯誤「在此狀態下不允許此作業」

n 映像發佈失敗，並顯示錯誤「安裝指令碼執行逾時」

n 映像複寫失敗，並出現錯誤「無法從 vCenter Server 擷取工作階段權杖」

n 映像複寫失敗，並顯示錯誤訊息「在所有合格的資料存放區上複製虛擬機器失敗」

n 映像複寫失敗，並出現錯誤「無法建立 URL 的已訂閱程式庫」

n 桌面指派建立失敗，並出現錯誤「多個 VLAN 環境中的自訂錯誤」

n 映像發佈因憑證問題而失敗

n Microsoft Azure 上的網繭：由於無法移除 AppX 套件，發佈映像作業在 Sysprep 步驟失敗

n Microsoft Azure 上的網繭：由於啟用了切換，發佈映像作業在 Sysprep 步驟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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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在 Horizon Universal Console 中存取多網繭映像頁面
由於 vCenter Server 的問題，無法在主控台中存取 [多網繭映像] 頁面。

問題

在主控台中，當您導覽至 [多網繭映像] 頁面時，該頁面不會顯示，或如果頁面確實顯示，但並未顯示映像
目錄的內容。

原因

參與的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未正確設定。

解決方案

u 依照雲端連線的 Horizon 網繭 - 設定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以與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搭配使用
中的說明，設定參與的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

映像停滯在擱置中狀態
一或多個映像長時間停滯在「擱置中」狀態。

問題

原因

此問題可能起因於您的其中一個網繭已中斷連線。

解決方案

1 確認網繭具有作用中的 Horizon Cloud Connector 工作階段。

2 確認可從 Horizon Cloud Connector 內安全地連線至 vCenter Server。

解決方案

解決這些連線問題後，映像便會更新為正確狀態。

映像發佈失敗，並出現錯誤「無法連線至 vCenter」

映像發佈因 vCenter Server 的問題而失敗。

問題

映像發佈失敗，並出現錯誤訊息「無法連線至 vCenter。」

原因

有一或多個 vCenter Server 認證未正確設定。

第一代租用戶 -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指南

VMware, Inc. 75



解決方案

1 依照雲端連線的 Horizon 網繭 - 設定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以與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搭配使用
中的說明，設定參與的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請務必為每個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設定有效
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2 依照刪除映像或映像版本中的說明刪除失敗的映像。

3 依照第一代租用戶 - IMS 和 Horizon 8 網繭 - 將映像從 vCenter 匯入至映像目錄中的說明重新匯入映
像。

4 依照第一代租用戶 - 發佈映像版本 -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中的說明重新發佈映像。

vCenter Server 或資料存放區未出現在設定 vCenter 認證或匯入
映像精靈中
由於系統組態有問題，而找不到 vCenter Server 或資料存放區。

問題

預期的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或資料存放區未出現在設定 vCenter 認證或匯入映像精靈中。

原因

您的環境不符合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所需的一或多個系統組態。

解決方案

1 確認您已將 Horizon Cloud 客戶帳戶正確設定為使用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2 確認您執行的是 Horizon 連線伺服器 7.12 版或更新版本，並具備有效的授權。

3 確認您在所有要管理的站台中都執行 vCenter Server 6.0 或更新版本。

映像發佈失敗，並出現錯誤「發生一般系統錯誤：vix 錯誤碼 = (1, 
0)」

映像發佈因 Windows 認證不正確而失敗。

問題

映像發佈失敗，並出現錯誤訊息「發生一般系統錯誤：vix 錯誤碼 = (1, 0)。」

原因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 缺少部署映像所需的適當 Windows 認證。

解決方案

1 確認映像已匯入，且使用的是映像的內建 Windows 超級管理員帳戶的認證。

2 如果提供的認證不正確，請依照刪除映像或映像版本中的說明刪除失敗的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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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內建 Windows 超級管理員帳戶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重新匯入映像。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IMS 
和 Horizon 8 網繭 - 將映像從 vCenter 匯入至映像目錄。

4 依照第一代租用戶 - 發佈映像版本 -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中的說明重新發佈映像。

映像發佈失敗，並出現錯誤「在此狀態下不允許此作業」

映像發佈因缺少 Windows 更新而失敗。

問題

映像發佈失敗，並出現錯誤訊息「在此狀態下不允許此作業。」

原因

映像的作業系統未安裝最新的 Windows 更新。

解決方案

1 依照刪除映像或映像版本中的說明刪除失敗的映像。

2 在 vCenter Server 上找出來源映像，並在映像的作業系統上安裝最新的 Windows 更新修補程式。請
參閱 VMware vSphere 說明文件。

3 使用內建 Windows 超級管理員帳戶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重新匯入映像。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IMS 
和 Horizon 8 網繭 - 將映像從 vCenter 匯入至映像目錄。

4 依照第一代租用戶 - 發佈映像版本 -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中的說明重新發佈映像。

映像發佈失敗，並顯示錯誤「安裝指令碼執行逾時」

映像發佈因 Horizon Cloud Connector 的問題而失敗。

問題

映像發佈失敗，並顯示錯誤訊息「安裝指令碼執行逾時。」

原因

此錯誤是由 Horizon Cloud Connector 1.5 版的問題所導致。Horizon Cloud Connector 1.5 版不再與能
夠與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相容的最低版本 Horizon Connection Server 相容。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對
於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功能將支援的 Horizon Connection Server 和 Horizon Cloud Connector 具有
最低版本需求。您應該一律將 Horizon Connection Server 和 Horizon Cloud Connector 更新為彼此相
容的最新版本。如需有關這些元件版本的詳細資料，請參閱第一代租用戶 - IMS 系統需求。

解決方案

u 將 Horizon Cloud Connector 版本更新為與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功能相容的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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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像複寫失敗，並出現錯誤「無法從 vCenter Server 擷取工作階
段權杖」

映像複寫因 Horizon Cloud Connector 與 vCenter Server 之間的問題而失敗。

問題

映像複寫失敗，並出現錯誤訊息「無法從 vCenter Server 擷取工作階段權杖。」

原因

Horizon Cloud Connector 無法解析 vCenter Server 網域名稱。

解決方案

1 確認已正確設定 vCenter Server 網域名稱。請參閱 VMware vSphere 說明文件。

2 確認您已將指定網繭的 Active Directory 網域登錄至 Horizon Cloud。請參閱執行您在 Horizon 
Cloud 環境中的第一個 Active Directory 網域登錄。

3 依照刪除映像或映像版本中的說明刪除失敗的映像。

4 依照第一代租用戶 - IMS 和 Horizon 8 網繭 - 將映像從 vCenter 匯入至映像目錄中的說明重新匯入映
像。

5 依照第一代租用戶 - 發佈映像版本 -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中的說明重新發佈映像。

映像複寫失敗，並顯示錯誤訊息「在所有合格的資料存放區上複製
虛擬機器失敗」

映像複寫因資料存放區中的空間不足而失敗。

問題

映像複寫失敗，並顯示錯誤訊息「在所有合格的資料存放區上複製虛擬機器失敗。」

原因

指定 vCenter Server 的資料存放區中沒有足夠的空間可儲存複寫的映像。

解決方案

1 確認網繭所有元件的狀態均為綠色。

2 確認資料存放區有足夠的空間，且可供寫入和存取。

3 連絡 vCenter 管理員以進行進一步的疑難排解。

映像複寫失敗，並出現錯誤「無法建立 URL 的已訂閱程式庫」

映像複寫因參與的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之間缺少驗證信任而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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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映像複寫失敗，並出現錯誤訊息「無法建立 URL 的已訂閱程式庫。」

原因

未在參與的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之間建立驗證信任。

解決方案

1 在您的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之間手動設定驗證信任。請參閱雲端連線的 Horizon 網繭 - 設定 
vCenter Server 執行個體以與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搭配使用。

2 依照刪除映像或映像版本中的說明刪除失敗的映像。

3 依照第一代租用戶 - IMS 和 Horizon 8 網繭 - 將映像從 vCenter 匯入至映像目錄中的說明重新匯入映
像。

4 依照第一代租用戶 - 發佈映像版本 - Horizon 映像管理服務中的說明重新發佈映像。

桌面指派建立失敗，並出現錯誤「多個 VLAN 環境中的自訂錯
誤」

建立桌面指派的作業因網路組態不足而失敗。

問題

桌面指派建立失敗，並出現錯誤訊息「多個 VLAN 環境中的自訂錯誤」。

原因

為桌面指派的部署指定的網路不具備對 Horizon 連線伺服器的直視性。

解決方案

u 適當設定您的網路環境，使其具有對 Horizon 連線伺服器的直視性。請參閱 Horizon 說明文件。

映像發佈因憑證問題而失敗
憑證問題會使您無法發佈映像，而導致有關於找不到所要求目標的有效憑證路徑的錯誤訊息。

問題

當您嘗試發佈映像時，程序將會失敗，並出現下列錯誤。

「無法驗證 Server CertificatePKIX 路徑建置失敗：
sun.security.provider.certpath.SunCertPathBuilderException：找不到所要求目標的有效憑證路徑」。

原因

如 vCenter Server 憑證和指紋中所列，vCenter Server 的「伺服器名稱」不會同時在 Horizon Console 
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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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

1 從 Horizon Connection Server 中移除發生問題的 vCenter Server。

2 根據 vCenter Server 的憑證和指紋中的「伺服器名稱」(一般名稱/主體別名) 文字方塊中顯示的內
容，使用網域名稱或 IP 位址將 vCenter Server 重新新增至 Horizon Connection Server。

3 在 Horizon Console 中選取三個點按鈕，然後選取多網繭映像 > 重新掃描。

Horizon Console 現在會列出 vCenter Server。

4 輸入 vCenter Server 的認證。

您現在可以匯入映像。

Microsoft Azure 上的網繭：由於無法移除 AppX 套件，發佈映像
作業在 Sysprep 步驟失敗
如果移除 AppX 頁面的嘗試失敗，當您嘗試將映像發佈至 Microsoft Azure 上的網繭時，發佈也會失敗。

問題

發佈作業在 Sysprep 步驟失敗時，將會導致錯誤訊息。

原因

先前移除 AppX 套件的作業失敗。

解決方案

請依照錯誤訊息中參考的 Microsoft 知識庫文章提供的步驟來解決問題，並嘗試重新發佈您的映像。或
者，您也可以嘗試使用 VMware 作業系統最佳化工具最佳化映像以解決問題。然後，重新發佈映像。

Microsoft Azure 上的網繭：由於啟用了切換，發佈映像作業在 
Sysprep 步驟失敗
如果您在將映像發佈至 Microsoft Azure 上的網繭時啟用了移除 Windows 市集應用程式切換，則發佈會
失敗。

問題

發佈在 Sysprep 步驟失敗時，將會導致「SYSPREP：無法為 vmName:xyz 轉換為 GP」錯誤訊息。

原因

在映像發佈的過程中，您啟用了移除 Windows 市集應用程式切換。

解決方案

1 導覽至監視 > 活動。

2 在選取映像的來源網繭後，搜尋顯示為「正在將桌面 vm_name 轉換為映像」的工作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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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該工作以確認是否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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