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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在云桌面使用场景中，终端用户连接使用的虚拟机一般由桌面池中的虚拟机模板部署而来，如果需

要在虚拟机中安装或更新软件，只能通过更新虚拟机模板，重新部署虚拟机或用户自行在虚拟机中

安装更新。然而重新部署虚拟机会丢失用户原虚拟机中的数据；用户自行安装更新则更新量大且不

方便管理等问题。 

软件分发功能即用于解决上述问题，通过在软件库模板上安装软件、采集软件安装时释放的文件和

注册表参数差异，上传差异到服务器共享盘生成软件标本，在管理平台将软件标本下发至相同平台

的虚拟机，虚拟机重启后即自动更新，实现办公相关的软件自动推送更新。 

2  使用指南 

2.1  特性原理介绍 

图1 软件分发实现原理 

 
 

在软件分发中，包含以下几个重要功能部分：软件库模板、软件库、Broker、Agent 等。 

• 软件库模板：用于制作软件库，制作完成后将样本上传到管理平台和存储服务器上。 

• 管理平台：统一管理软件库版本、制定软件库、进行软件分发等。 

• Broker：通过调用 CAS 的接口实现软件管理相关软件库存储池封装，同时通过 Agent 实现软

件制作和分发。 

• 软件库：根据软件库版本的差异，保存软件库对应的存储卷。 

• Agent：根据 Broker 平台下发的任务，制作时调用软件分发 UI；运行时完成分发软件加载。 

• 软件分发 UI：软件制作时，指导用户完成软件库的制作，协助管理平台完成软件库版本控制。 

• 软件分发接口：对外提供驱动工作状态切换（不工作<->制作<->分发），驱动默认工作在分发

状态，辅助驱动完成软件库制作、软件分发运行。 

• 注册表过滤驱动：实现软件分发注册表重定向功能，包括：制作时完成注册表变化收集；软件

运行时完成注册表重定向功能。 

• 文件过滤驱动：实现软件分发文件重定向功能，包括：制作时完成安装软件释放文件收集；软

件运行时完成文件重定向功能。 

 

管理平台

Broker

CAS接口

Agent

软件分发接口

注册表过滤驱动 文件过滤驱动

VM

软件分发UI

控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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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使用场合 

软件分发功能适用于批量为虚拟机更新软件，实现软件自动化安装，有效提高了云桌面软件安装效

率。 

2.3  使用限制 

• 软件库是基于软件库模板所属集群制作的，只支持将软件下发给基于该集群部署的桌面池中虚

拟机。 

• 软件库只支持对静态桌面池中的虚拟机下发软件。 

• 由于软件在不同操作系统版本的安装信息略有差异，软件库只支持对同操作系统的虚拟机下发

软件。 

3  配置指导 

3.1  配置前提 

• 制作软件库模板的虚拟机操作系统要求为 Windows 7/10(32bit、64bit)且仅安装 CASTools，
Agent。 

• 集群环境中软件库所需的共享存储大于 100GB，若环境中只存在单个主机，则要求主机上本

地存储大于 100GB。 

3.2  配置思路 

软件库制作及使用流程： 

(1) 增加软件库模板：选择一台纯净的虚拟机（推荐新增虚拟机安装操作系统后仅安装 Agent 和
CASTools 工具）作为软件库模板。 

(2) 制作软件库：选择软件库模板跟共享存储后，在软件库模板中安装需更新的软件制作软件库，

直至制作完成。 

(3) 下发软件：用制作好的软件库为符合条件的虚拟机更新软件。 

3.3  注意事项 

• 软件下发功能明确不支持个人软件、输入法、大型常用不变更软件（模板集成）、用户密切相

关，切换用户无法使用的软件的分发。 

• 软件库模板必须使用新安装的纯净的虚拟机。 

• 强制下发会使虚拟桌面关机，使用前请确认这些虚拟桌面是否可以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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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配置步骤 

3.4.1  增加软件库模板 

1. 增加虚拟机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集群>/<主机>]菜单项，进入指定主机概要页面。 

(2) 单击<增加虚拟机>按钮，弹出增加虚拟机对话框。 

(3) 配置相关参数，单击<确定>按钮，创建虚拟机完成后开始安装操作系统。 

(4) 操作系统安装完成后，在虚拟机控制台中分别安装 CAStools 和 Agent。 

2. 增加软件库模板 

(1) 登录云桌面管理平台，单击顶部导航栏[桌面管理/软件库管理]菜单项，进入软件库模板页面。 

图2 软件库管理菜单项 

 
 

(2) 单击<增加>按钮，输入名称、描述、选择上一步骤创建的纯净虚拟机（目前仅支持 Windows 7 
32bit/64bit），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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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增加软件库模板 

 

 

(3) 在软件库模板列表中可查看到刚增加的软件库模板，且使用状态处于“空闲”状态。空闲状态

的软件库模板可用于制作软件库。 

图4 软件库模板列表 

 

 

3.4.2  软件库制作及下发 

(1) 单击左侧导航树[软件库]菜单项，进入软件库页面。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软件库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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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填写基本信息 

 

 

参数说明： 

• 软件库模板：选择上一步骤增加的软件库模板。 

• 集群：显示作为软件库模板的虚拟机所属的集群。 

• 操作系统版本：系统根据软件库模板默认指定，不可修改。 

• 选择存储：选择一个共享存储（要求是集群下每台主机共有的，且大于 100GB）。 

(2) 配置基础参数，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制作软件库页面。当前状态为“未制作”。单击<打
开制作页面>按钮，打开 Web 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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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打开制作页面 

 

 

(3) 初次使用 web 控制台可能会被浏览器拦截，此时点击浏览器右上角提示，选中“始终允许显

示…的弹出式窗口”，单击<完成>按钮后再次打开制作页面即可。 

图7 允许弹出式窗口 

 
 

(4) 打开 Web 控制台后，系统会自动弹出软件库制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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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制作工具 

 
 

(5) 通过共享目录等方式获取软件安装包，并将其拷贝至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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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获取软件安装包 

 
 

(6) 单击<开始制作>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确认已存在软件安装包后，单击<确认>按钮。

开始安装软件（以 QQ 为例进行安装）。 

 

本次软件库中分别安装 QQ、Wechat、notepad++、WireShark 等软件，安装时选择默认路径安装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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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立即安装 QQ 

 

 

(7) 软件安装完成后，单击软件库制作工具的<完成制作>按钮，确认完成本次制作的内容后，单

击<确定>按钮，将会关闭虚拟机，等待几秒系统会自动关闭 web 控制台，返回制作软件库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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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完成制作 

 
 

(8) 若此时制作状态仍为“制作中”，单击<刷新>按钮，将进入测试软件库页面。 

图12 制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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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若在制作过程中因各种原因不能一次性完成制作，可关闭制作窗口，下次想再继续，可在软件

库列表的状态列，单击“继续”超链接继续后续步骤。 

图13 继续操作 

 

 

(10) 在测试软件库阶段测试软件库是否能正常下发软件。测试虚拟机仅能选择不在桌面池内的虚拟

机。 

• 单击<增加>按钮，弹出选择虚拟桌面对话框。选择用于测试的虚拟桌面，单击<确定>按钮，

软件库向虚拟桌面下发软件。 

图14 测试软件库 

 
 

• 当虚拟桌面列表下发状态显示为“下发成功“后，可以单击虚拟桌面操作列的 图标，查看

测试虚拟桌面中是否已成功安装软件库中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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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下发成功 

 
 

(11) 在测试虚拟机控制台可查看到软件已下发成功，单击<完成测试>按钮，确认软件库正常可用

后，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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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下发成功软件 

 

 

(12) 进入软件下发页面。单击<软件下发>按钮，选择桌面池中的虚拟机，单击<确定>按钮后可对

桌面池下的虚拟桌面进行软件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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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软件下发页面 

 

 

图18 软件下发 

 

 

(13) 勾选“强制下发”系统执行关机下发操作。若未勾选强制下发，可自定义软件下发时间，并在

指定下发时间执行虚拟机关机，软件下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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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设置下发时间 

 

 

(14) 下发成功后，单击虚拟桌面操作列的 图标，查看虚拟桌面中是否已成功安装软件库中的软

件。单击<完成>按钮，至此软件库制作软件且已成功为虚拟桌面下发软件。 

图20 下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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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已成功安装 

 

 

(15) 单击左侧导航树[历史记录]菜单项，查看软件下发的历史记录。 

图22 历史记录 

 

 

(16) 其它软件下发入口： 

• 软件库列表操作列软件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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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软件库列表 

 
 

• 桌面池操作列软件下发 

图24 桌面池列表操作列 

 
 

• 桌面池内的虚拟桌面操作： 

图25 虚拟桌面软件下发 

 
 

3.4.3  更新软件库 

(1) 单击指定软件库名称项，进入软件库详情页面。 

(2) 单击“版本信息“页签，进入版本信息页签。 

(3) 启用版本：单击指定版本操作列的 图标，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启用软

件库版本。 

(4) 在软件库当前启用版本的基础上操作列的 图标，进行更新软件库操作，更新软件库大致步

骤同软件库制作及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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