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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性介绍 
在云桌面环境下，使用高拍仪或扫描仪设备抓取图像时，使用 USB 端口重定向通常会面临两个问

题： 

• 带宽占用高；客户机上的摄像头采集的视频数据需要通过网络传输到虚拟机，以呈现供用户预

览。尤其是高分辨率摄像头所带来的大量视频数据传输，导致带宽占用高， 

• 用户体验差；由于带宽占用高，进而导致视频画面卡顿，甚至无法正常使用的问题。 

通过 TWAIN 重定向可以解决上述两个问题，TWAIN 重定向机制结合了云桌面架构和 TWAIN 协议

框架的特点，将 TWAIN 应用程序和 TWAIN 图像设备驱动从物理上剥离开来。其中： 

• TWAIN 应用程序工作在虚拟机内，负责处理用户操作，并与客户机的设备驱动交互； 

• TWAIN 设备驱动工作在瘦客户机，负责响应来自虚拟机的指令信息，并与 TWAIN 设备交互，

获取图像信息。 

2  特性的优点 
TWAIN 重定向特性具有以下优点： 

• 速度快：TWAIN 重定向使用原生数据源驱动界面，虚拟机不需要安装厂家 TWAIN 设备驱动。

用户预览数据源图像、操作数据源界面的逻辑是在本地处理，响应速度快。 

• 可靠性高：TWAIN 重定向工作于应用层，对时延不敏感，相比 USB 重定向更加稳定可靠，且

效率更高。 

• 带宽占用低：客户机本地显示原生数据源界面，数据源界面所涉及的图像视频数据在本地处理。

只有当用户拍照、预览完毕并提交图片时，才将图片发送至虚拟机。相比 USB 端口重定向，

这种机制避免了不必要的网络数据传输。此外，在图像传输阶段支持图像压缩处理，最大化降

低带宽占用。 

3  版本历史记录 
表1 特性版本历史记录 

产品版本号 修改描述 备注 

H3Cloud Desktop 2.0(E0207)  首次支持 

H3C Cloud Desktop2.0(E0214)  新界面版本 

 

4  使用指南 

4.1  使用场合 

用户使用云桌面，在虚拟机内使用支持 TWAIN 的应用程序，访问连接到客户机的支持 TWAIN 协议

的高拍仪、扫描仪等外设以获取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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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使用限制 

• 虚拟机内须安装支持 TWAIN 的应用程序； 

• 客户机须连接支持 TWAIN 的图像设备； 

• 客户机须安装与图像设备匹配的 TWAIN 设备驱动； 

• TWAIN 重定向只支持 VDP 协议连接。 

4.3  使用指导 

以良田高拍仪为例说明如何使用 Twain 重定向功能。 

4.3.1  客户机配置 

(1) 客户机连接 TWAIN 设备。 

(2) 在客户机上安装支持 TWAIN 设备的驱动，TWAIN 驱动安装完毕后，在 C:\Windows\twain_32
目录下有相关驱动文件夹生成。 

图1 驱动文件 

 
 

4.3.2  虚拟机配置 

(1) 在虚拟机中安装支持 TWAIN 的应用软件，如 Twacker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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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Twacker 程序 

 

 

4.3.3  管理平台配置 

(1) 在云桌面管理平台上单击顶部导航栏[桌面管理/策略管理/授权策略]菜单项，进入授权策略页

面。 

(2) 单击<增加>按钮或单击指定授权策略对应的修改图标，在弹出的增加/修改授权策略对话框中

配置相关参数，直至 USB 外设重定向规则页面。 

图3 USB 外设重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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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常用规则中勾选摄像头重定向，将状态设置为“开启”，选择方式为 TWAIN 重定向，单击

<确定>按钮，添加摄像头重定向规则。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授权策略的配置。 

(5) 在将云桌面授权用户使用时选择配置好的授权策略。 

4.3.4  客户端使用 

(1) 在客户端连接的虚拟机内启动 Twacker 程序，选择数据源。其中数据源列表中的信息都是从

客户机获取的，与客户机数据源一致，每个数据源对应客户机上的一个 TWAIN 设备。 

图4 选择数据源 

 

 

(2) 选定数据源后，单击菜单项“File->Acquire”，获取数据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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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打开 

 

 

(3) 在数据源界面拍照、提交图片，然而数据源界面程序运行在客户机，预览窗口中的图片数据等

是在客户机本地显示的，不涉及网络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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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数据源界面 

 
 

(4) 用户拍照后将照片提交，图片会被传输到虚拟机侧，在虚拟机内的软件窗口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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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4.4  注意事项 

• 由于 TWAIN 是应用层重定向，所以启用 TWAIN 重定向后在云桌面外设窗口中不会看到

TWAIN 设备，在虚拟机的 TWAIN 程序中可以重定向操作设备。 

• TWAIN 重定向使用过程中，如果点击云桌面“窗口化”，会看到 TWAIN 重定向界面与云桌面

窗口是两个不同的窗口。 

• 鉴于扫描仪自定义的设备较多（class 为 ff），建议通过对 TWAIN 设备增加 pid、vid 规则配置

TWAIN 重定向策略。 

• 由于 TWAIN设备厂商一般只提供 32位的 TWAIN驱动，在 64位虚拟机（win7x64、win10x64）
进行 TWAIN 重定向时需使用 32 位 TWAIN 程序。 

• 部分设备（良田高拍仪）操作界面在提交之后，在界面关闭之前再对其操作会会有导致重定向

程序 停止工作的问题。 

• TWAIN 重定向支持多个应用同时并发使用不同 TWAIN 设备，但多个应用不能同时并发使用

相同品牌，相同型号 TWAIN 设备（良田高拍仪有这个问题） 

• TWAIN 重定向支持 TWAIN2.1 协议，但按照 TWAIN 协议规定，如果需要使用 TWAIN 2.1 版

本，应用程序须自行在虚拟机内安装 TWAIN 2.1 对应数据源管理器 source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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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问题排查 

5.1  问题排查 

(1) 检查客户机上是否正确连接 TWAIN 图像设备； 

(2) 检查客户机上图像设备是否安装了匹配的 TWAIN 驱动； 

(3) 可使用 TWAIN 程序在客户机本地操作，观察是否工作正常； 

(4) 采集相关日志供进一步分析。 

5.2  日志获取路径 

1. 客户机日志 

日志路径：C:\Users\用户名\H3CDClient 

客户机服务日志文件：H3CTWAINRedirectApp_***.log 

客户机代理程序日志文件： H3CTWAINRedirectService***.log 

2. 虚拟机日志 

32 位系统日志路径：C:\Program Files\H3C\H3Cloud VDP Tools\log 

64 位系统日志路径：C:\Program Files (x86)\H3C\H3Cloud VDP Tools\log 

虚拟机服务日志文件：H3CTWAINRedirectVirtualService***.log 

虚拟机虚拟数据源日志文件：H3CTWAINRedirect_VDS_***.log 

6  其它相关资料 
1. Twacker工具获取地址 

http://www.twain.org/wp-content/uploads/2015/05/Twack-32.m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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