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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授权策略用于设置用户通过客户端使用虚拟机或物理机的权限。主要内容包括： 

• 云桌面资源回收策略：云桌面闲置时间过长时会自动关闭。回收闲置的云桌面资源，减轻服务

器压力。 

• 客户端设备和资源规则：设置用户在客户端连接的云桌面或物理机上使用本地终端资源的规则。

使其使用效果与在本地终端上无差异，且能灵活控制用户的使用权限。 

• 客户端体验：设置用户支持在客户端上操作的功能项。 

• 客户端安全规则：设置用户连接和使用客户端的规则以及用户权限。 

• 客户端水印配置：用于设置客户端水印，标识企业版权等。 

• USB 外设重定向规则：通过针对非标准外设等设置详细黑白名单等规则来实现对外设通道灵

活控制。 

• 软件黑名单规则：通过匹配进程名或描述信息来设置软件黑名单禁止软件在云桌面或物理机中

使用。 

2  使用指南 

2.1  特性实现流程 

授权策略是各类权限使用的集合，实现流程均为增加授权策略、应用授权策略后，在客户端查看验

证效果。主要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1 授权策略使用流程 

 
 

2.2  使用场合 

授权灵活控制客户端用户使用虚拟机或物理机的各类权限，多维度增加云桌面环境安全稳定性的同

时，对用户授权做到有的放矢。在云桌面使用环境中可以根据需求自定义授权策略控制用户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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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使用限制 

• 授权策略中的允许客户端快照功能只支持对静态桌面池中非保护模式的虚拟机生效。 

• 客户端设备和资源规则只支持 RDP 协议，水印设置只支持 VDP 协议。 

3  配置指导 

3.1  配置前提 

请确保环境中已存在虚拟机模板、用户等资源。 

3.2  配置思路 

• 增加授权策略。 

• 应用授权策略。 

• 查看应用效果。 

3.3  注意事项 

• 修改用户正在应用的授权策略内容后，不会立即生效，需要用户重新连接云桌面才会生效。 

• 物理机类型授权策略仅支持配置部分设置项，具体支持配置内容以界面为准。 

3.4  配置指导 

3.4.1  增加授权策略 

(1) 登录云桌面管理平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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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授权策略对话框。 

(4) 根据桌面池的计算机类型设置对应的计算机类型授权策略，配置相关信息，配置完成后，单击

<确定>按钮，完成授权策略的增加。 

1. 云桌面回收策略 

(1) 设置云桌面超时关机时长，当用户断开云桌面后，超过该时间后，云桌面会自动关机。 

2. 客户端设备和资源规则 

(1) 根据需要选择是否启用各种映射。 

• 磁盘映射：用户通过客户端连接虚拟机或物理机后，是否允许使用本地终端设备的磁盘。启用

后，可在连接的虚拟机或物理机上看到终端本地磁盘。 

• 端口映射：用户通过客户端连接虚拟机或物理机后，是否允许使用本地终端的端口，启用后，

通过端口连接的设备会被映射到虚拟机或物理机。 

• 即插即用映射：用户通过客户端连接虚拟机或物理机后，是否允许使用本地终端连接的即插即

用设备。启用后，当本地终端插入即插即用设备后，在虚拟机或物理机中可以自动显示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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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口映射：用户通过客户端连接虚拟机或物理机后，是否允许使用本地终端的串口，启用后，

通过串口连接的设备会被映射到虚拟机或物理机。 

• 智能卡映射：用户通过客户端连接虚拟机或物理机后，是否允许使用本地终端连接的智能卡设

备。启用后，终端上连接的智能卡设备能在虚拟机或物理机上使用。 

• 打印机映射：用户通过客户端连接虚拟机或物理机后，是否允许使用与本地终端连接的打印机

设备。启用后，可在虚拟机或物理机上使用打印机打印文件等。 

• 剪贴板映射：是否允许在本地终端与虚拟机或物理机之间进行复制、剪切、粘贴等操作。 

• RDP 剪贴板映射：当用户在客户端使用 RDP 协议连接物理机或虚拟机时，是否允许在本地终

端与虚拟机或物理机之间进行复制、剪切、粘贴等操作。 

• VDP 剪贴板映射：当用户在客户端使用 VDP 协议连接虚拟机时，是否允许在本地终端与虚拟

机之间进行复制、剪切、粘贴等操作。 

• 映射方向：启用 VDP 剪贴板映射后，可以设置映射方向。 

 双向：支持本地终端和虚拟机之间互相复制、剪切、粘贴等。 

 从终端到虚拟机：仅支持在终端剪切、复制，到虚拟机上粘贴。 

 从虚拟机到终端：仅支持在虚拟机剪切、复制，到终端上粘贴。 

 

物理机不支持 VDP 协议连接，支持 RDP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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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设置云桌面资源回收策略和客户端设备和资源规则 

 
 

3. 客户端体验 

(1) 单击<下一步>按钮，配置客户端体验信息。 

• 允许云桌面关机：是否允许用户在客户端上将云桌面关机。 

• 允许云桌面关闭电源：是否允许用户在客户端上强制关闭云桌面。 

• 允许云桌面重启：是否允许用户在客户端上重启云桌面或物理机。 

• 允许云桌面断开连接：是否允许用户在客户端上断开已连接的云桌面。 

• 允许云桌面最小化：是否允许用户在客户端上将连接的云桌面或物理机窗口最小化。 

• 允许云桌面网络检测：是否允许用户在客户端上检测云桌面或物理机的网络情况。 

• 允许云桌面客户端创建快照：是否允许用户在客户端上对非保护模式的云桌面创建快照。 

• 瘦终端联动关机：是否允许用户从瘦终端关闭云桌面的同时联动关闭瘦终端。 

• 允许客户端修改云桌面名称：当启用该项后，客户端用户可在桌面列表中双击云桌面名称进行

重命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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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客户端安全规则 

(1) 设置客户端安全规则。 

• 允许云桌面启动本地任务管理器：瘦终端模式下，启用该项后，用户在云桌面中使用热键

“Ctrl+Alt+Delete”可启动瘦终端本地的任务管理器。未启用时，用户在云桌面中使用热键

“Ctrl+Alt+Delete”不能打开终端本地任务管理器。 

• 退出云桌面后注销用户登录：启用后，用户退出云桌面或物理机后注销用户登录。退出云桌面

包括断开、关闭、重启、断电云桌面等操作。 

• 允许远程连接云桌面：是否允许用户不使用客户端，使用 mstsc.exe 程序连接已授权的云桌面

或物理机。该连接方式较不安全，建议不启用，建议只允许用户通过客户端访问云桌面或物理

机。 

• 禁止抢占登录：虚拟机授权多个用户后，当用户连接使用某虚拟机时发现该虚拟机已被其他用

户使用，此时可以抢占虚拟机使用。当禁止抢占登录后，虚拟机被用户使用时，不能被其他用

户抢占。 

• 用户权限组：设置授权用户连接云桌面或物理机后加入的用户组。 

 Remote Desktop Users：将授权用户加入到虚拟机或物理机的远程桌面用户组。 

 Administrators：将授权用户加入到虚拟机或物理机的管理员组。管理员组的权限比远程

桌面组权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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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设置客户端体验和安全规则 

 

 

5. 水印配置 

水印配置分为明水印和盲水印 

 

本文档仅介绍明水印的设置方法及效果，关于盲水印的内容请查看《云桌面 水印配置指导》 

 

(1) 启用明水印开关，并单击 图标进入明水印配置预览界面。 
 

图4 启动明水印并进入明水印配置预览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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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明水印配置页面，配置水印各项参数，背景可实时预览水印效果。如图 5 所示。 

图5 明水印配置预览界面 

 
 

(3) 水印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回到增加授权策略窗口，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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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增加授权策略窗口—水印配置完成状态 

 

 

6. USB 外设重定向规则 

USB 外设重定向规则用于灵活控制重定向到虚拟机的外设设备。 

配置 USB 外设重定向规则时需要首先明确： 

• 是否允许外设设备在虚拟机中使用。根据需求配置相应的黑白名单等。 

• 根据设备类型选择重定向方式。 

图7 重定向方式及使用场景 

分类 子类 应用场景 

端口重定向 USB端口重定向 
应用场景：适用于所有USB端口设备，如U盘、

移动硬盘、打印机、Ukey、电子白板等 

驱动安装：需要在虚拟机侧安装设备驱动；  

设备重定向 

TWAIN重定向 
应用场景：适用于支持TWAIN协议的设备，如扫

描仪、高拍仪 

驱动安装：需要在客户机侧安装设备驱动；  

摄像头重定向 
应用场景：适用于摄像头设备 

驱动安装：需要在客户机侧安装设备驱动；免驱

类设备无需安装 

 

• 针对非标准外设，还需要获取设备的 PID、VID、Class、SubClass 等信息。VID 为供应商 ID，

PID 为产品 ID，两者可唯一确认一个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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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端插上 USB 设备。 

 在设备管理器的对应设备（以 U 盘为例），右键属性中可以看到设备信息标识（硬件 ID，

兼容 ID）信息如下： 

图8 设备管理器中 USB 设备标识信息-硬件 Id 

 
 

图9 设备管理器中 USB 设备标识信息-兼容 Id 

 
 

 示例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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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USB 设备标识信息 

VID PID Class SubClass 

0930 6544 08 06 

 

 USB 定义了各种 Class 值，它被用来识别设备的功能，根据功能加载对应的设备驱动。 

 

常用规则中配置的策略是针对标准设备，若由于厂商使用自定义类别导致设备不可重定向，请配置

自定义授权策略模板。自定义设备（属于不规范的外设）在添加规则时按实际的硬件 ID添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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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Class 信息汇总 

 
 

(1) 存储设备只读模式：开启了 USB 存储设备的只读模式时，云桌面中 USB 存储设备仅支持读

功能，写功能禁止。有写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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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开启 USB 存储设备只读模式 

 
 

(2) 外设黑名单配置举例。开启 USB 设备默认使用模式的同时，添加例外规则禁止某一类或某种

设备的使用。如本例，禁止 U 盘设备的使用。 

图12 外设黑名单举例 

 

 

(3) 外设白名单配置举例。不开启 USB 设备默认使用模式默认禁止使用 USB 设备，然后在例外

规则中添加允许使用的设备等，如本例为只允许使用 U 盘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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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外设白名单举例 

 

 

(4) Twain 设备重定向，市面高拍仪、扫描仪多为自定义类型（Class：ff）设备，建议配置 ID 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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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增加 ID 规则 

 
 

(5) 摄像头重定向。外设规则缺省启用摄像头重定向，可满足一般 Class 类型为 0e 的设备需求，

用户也可以配置详细 ID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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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增加 ID 规则 

 

 

7. 软件黑名单规则 

软件黑名单用于自定义控制虚拟机中软件的使用。支持全匹配和模糊匹配黑名单软件。 

(1) 全匹配：选择匹配规则为全匹配，支持单独对进程名或描述信息进行全匹配，也可对两者同时

进行全匹配，只要其中之一匹配成功，该软件就会被成功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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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全匹配 

 

 

(2) 模糊匹配：选择匹配规则为模糊匹配，设置模糊匹配的进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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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模糊匹配 

 

 

3.4.2  应用授权策略 

1. 默认授权策略 

增加或修改桌面池时，选择的授权策略为默认授权策略。当桌面池授权用户时，未指定授权策略，

则使用默认授权策略。 

(1) 单击顶部导航栏[桌面管理/桌面池]菜单项，进入桌面池列表页面。 

(2) 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桌面池对话框。 

(3) 配置相关参数，选择上一步骤增加的授权策略，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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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增加桌面池-默认授权策略 

 

 

(4) 单击指定桌面池名称，进入桌面池概要页面。 

(5) 单击“虚拟桌面”页签，进入虚拟桌面页面。 

(6) 单击<预授权列表>按钮，弹出预授权对话框。 

(7) 选择用户或用户分组时，不指定授权策略，则授权用户或分组将使用创建桌面池时选择的默认

授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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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使用默认授权策略 

 
 

2. 预授权列表中指定用户的授权策略 

(1) 单击指定桌面池名称，进入桌面池概要页面。 

(2) 单击“虚拟桌面”页签，进入虚拟桌面页面。 

(3) 单击<预授权列表>按钮，弹出预授权对话框。 

(4) 选择用户或用户分组时，指定授权策略。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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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指定授权策略 

 

 

3. 静态桌面池指定用户的授权策略 

(1) 单击指定桌面池名称，进入桌面池概要页面。 

(2) 单击“虚拟桌面”页签，进入虚拟桌面页面。 

(3) 单击指定虚拟桌面授权用户栏的 图标，在弹出的选择用户窗口中选择指定用户，表示将该

虚拟桌面授权给该用户，并选择相应的授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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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静态桌面池指定授权策略 

 
 

3.4.3  授权策略效果 

1. 云桌面回收策略 

(1) 用户登录客户端并连接使用虚拟机。 

(2) 用户断开虚拟机的连接。 

(3) 等待超时关机时长后，虚拟机会自动关机。 

2. 客户端设备和资源规则 

(1) 用户通过 RDP 协议登录客户端。 

(2) 在高级设置中启用本地磁盘及本地资源的映射等。 



22 

图22 高级设置 

 

 

 

连接云桌面后再启用高级配置内容，不会立即生效，重新连接云桌面后生效。 

 

(3) 设置完成后连接使用虚拟机。 

(4) 启用磁盘映射后，在虚拟机中可以看到并使用本地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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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磁盘映射 

 

 

(5) 启用剪贴板映射后，用户可以在虚拟机和本地终端中拷贝文件。 

图24 剪贴板映射 

 

 

(6) 启用其它映射后，插入相关设备后可以在虚拟机中使用。 

3. 客户端体验 

(1) 用户登录客户端。 

(2) 查看桌面列表中桌面右上角的操作按钮：关机、重启、断电、断开连接、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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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桌面操作按钮 

 
 

 

连接状态的云桌面不支持创建快照，断开用户的连接后才可以创建快照。 

 

(3) 双击连接云桌面，单击折叠按钮，展开操作菜单。 

(4) 可进行如下操作：断开、返回、重启、关机、网络检测 

图26 操作菜单 

 

 

(5) 关闭虚拟机时会联动关闭瘦终端。 

4. 客户端安全规则 

(1) 用户登录客户端并连接使用虚拟机。 

(2) 退出云桌面包括断开、关闭、重启、断电云桌面后，会注销客户端用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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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3) 启用允许远程连接云桌面后，用户可不使用客户端，通过微软自带的 mstsc 即可连接使用云

桌面。 

图28 远程桌面连接 

 
 

(4) 查看用户所属用户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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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用户分组 

 

 

5. 水印设置 

(1) 使用 VDP 协议登录客户端并连接使用云桌面。 

(2) 连接成功后，进入云桌面，可看到该桌面已经有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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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客户端连接云桌面可看到水印 

 

 

6. USB 外设重定向规则 

(1) 用户登录客户端连接使用虚拟机。 

(2) 单击折叠按钮，展开操作菜单。 

(3) 单击<外设>按钮，弹出外设配置对话框，启用连接的外设设备。 

图31 外设配置 

 

 

(4) 当启用存储设备只读后，连接的存储设备只允许读，无法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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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设黑名单配置完成后，外设配置对话框中显示连接的除 U 盘以外的外设设备。启用后可在

虚拟机中使用除 U 盘外的外设设备。 

(6) 外设白名单配置完成后，外设配置对话框中仅显示连接的 U 盘设备，启用后虚拟机中可正常

使用 U 盘设备。 

(7) 高拍仪启用 Twian 设备重定向后，外设配置对话框中启用连接的高拍仪设备，在虚拟机中可

正常使用高拍仪设备。 

(8) 摄像头设备启用摄像头重定向后，外设配置对话框中启用连接的摄像头设备，在虚拟机中可以

正常使用摄像头设备。 

7. 软件黑名单 

(1) 用户登录客户端连接使用虚拟机。 

(2) 在虚拟桌面中双击黑名单程序，Agent 将通过 DLL 注入到程序方式阻止其运行。 

(3) 当扫描任务管理器发现有软件黑名单中的程序正在运行，则将其进程关闭。 

(4) 当监控虚拟桌面磁盘时发现有软件黑名单中的程序创建或者拷贝到虚拟机中，弹框提示用户该

软件非法。 

图32 非法提示框 

 
 

4  相关资料 
• 云桌面 水印配置指导 

• 云桌面 TWAIN 重定向配置指导 

• 云桌面 摄像头重定向配置指导 

• 云桌面 授权策略使用指导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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