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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H3C Cloud Desktop Access 产品不仅支持交付虚拟桌面还支持交付应用程序。通过创建服务器操

作系统的桌面池，并将桌面池中虚拟机上安装的应用程序交付给用户使用。用户随时随地通过浏览

器即可打开和使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集中管理，为用户提供一致、安全、可靠的用户体验。 

2  配置指导 

2.1  使用限制 

• 服务器操作系统的虚拟机目前仅支持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版本。 

• 不适合交付的应用程序： 
 有特殊的 License 规定； 

 需要占用大量计算资源； 

 开发调试需要频繁重启。 

2.2  配置前提 

• 请确保已成功搭建 H3C Cloud Desktop Access 管理平台以及 CAS/UIS 虚拟化平台。 

• 请确保用户侧安装了 Receiver 软件。 

2.3  配置思路 

交付应用程序的整体思路为创建服务器操作系统的桌面池，并通过交付组将应用程序交付给用户使

用。然而目前部署虚拟机技术有四种，使用不同的方式创建桌面池的步骤不同，本文档以 CAS Clone
方式为例指导如何向用户交付应用程序。其他部署虚拟机方式请参考《H3C Cloud Desktop Access
开局指导》 
(1) 在 CAS/UIS 虚拟化平台上创建 Windows Server 2012 R2 操作系统的虚拟机并进行必要的优

化配置。 

(2) 在虚拟机上安装需要交付的应用程序后，将虚拟机转换为模板。 

(3) 在管理平台上增加桌面池，选择上一步骤部署的虚拟机模板，直至桌面池创建完成成功部署出

虚拟机。 
(4) 增加交付组选择桌面池中虚拟机交付应用程序给用户使用。 

(5) 用户通过浏览器使用交付的应用程序。 

2.4  注意事项 

• 服务器操作系统的虚拟机的 CPU、内存等配置要求需要根据应用程序的资源使用情况以及用

户使用数量进行设置，若用户使用应用程序卡顿，需要适当增加虚拟机配置或增加用于交付应

用程序的虚拟机进行负载分担等。 

• 应用程序的安装路径应该为公共路径，请不要安装在用户的个人目录中。 
• 聊天工具等应用程序，由于需要音视频等输入输出，可能无法直接使用，需要配置相应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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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配置步骤 

2.5.1  制作虚拟机模板 

(1) 在 CAS 或 UIS 虚拟化平台上创建 Windows Server 2012 R2 虚拟机并安装操作系统。 

(2) 安装 CASTools。 

(3) 安装 Agent。 
(4) 安装需要交付的应用程序，以记事本程序为例。 

(5) 使用 CitrixOptimizer 优化工具优化。 

 

Citrix 优化可以提高虚拟机的承载密度和使用体验。请根据需要选择是否使用优化工具对虚拟机进

行优化。 

 

(6) 将虚拟机关机，并断开虚拟机与光驱和软驱的连接。 
(7) 将虚拟机转换为模板。 

2.5.2  创建桌面池 

(1) 以管理员账号登录 H3C Cloud Desktop Access 管理平台。 

(2) 单击顶部导航栏中[桌面池]菜单项，进入桌面池页面。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桌面池对话

框。设置桌面池名称，选择部署方式为“CAS Clone”，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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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增加桌面池 

 

 

(3) 选择操作系统为“服务器操作系统”，服务器操作系统只支持动态桌面池的分配类型，单击<
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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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桌面体验 

 

 

(4) 虚拟机模板选择上一步骤制作的虚拟机模板，设置其他参数，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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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主映像 

 

 

(5) 设置虚拟机的数量以及虚拟机配置信息，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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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虚拟机 

 

 

(6) 设置部署出来的计算机账户名称位置及命名方案，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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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Active Directory 计算机账户 

 

 

(7) 确认摘要信息后，单击<确定>按钮后开始部署桌面池及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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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摘要 

 

 

(8) 单击创建的桌面池名称项，进入虚拟机列表页面。勾选一个或多个虚拟机，单击<启动>按钮，

启动虚拟机，查看虚拟机的注册状态是否为“已注册”状态。 

图7 虚拟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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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已注册”状态的虚拟机可成功被用户连接使用，若虚拟机状态为“未注册”，请按照以下方

面进行排查： 

• 虚拟机和 DDC 服务器之间是否可以互相 ping 通，可以互相正常解析域名。 
• 防火墙是否关闭或是否配置正确的端口通行。 

• 虚拟机和 AD 域控服务器之间时间是否同步。 

• 安装 Agent 时，DDC 的 fqdn 地址是否正确，可在计算机注册表“计算机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Citrix\VirtualDesktopAgent”下查看 ListOfDDCs 键

值是否正确。 
• 查看 Citrix 相关的服务（Citrix Desktop Service）是否正常运行。 

• 查看 windows 事件管理器未注册的原因，查询官方知识库。 

 

2.5.3  创建应用程序交付组 

创建交付组之前请确保已创建了桌面池，且桌面池下有已注册的虚拟机可用于交付。 

(1) 单击顶部导航栏中[交付组]菜单项，进入交付组页面。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交付组对话

框。选择桌面池并设置交付组里的虚拟机数量，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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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增加交付组-桌面池 

 

 

(2) 选择交付类型为“应用程序”，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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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增加交付组-交付类型 

 

 

(3) 单击<添加用户或组>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要交付的用户或用户组，单击<确定>按钮

将用户添加到列表中，添加交付用户完成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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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增加交付组-用户 

 

 

(4) 勾选要交付的应用程序（以记事本、画图等程序为例，一般支持交付的应用程序都将显示在列

表中），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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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增加交付组-应用程序 

 

 

(5) 配置交付组名称等基础信息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交付组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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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增加交付组-摘要 

 

 

2.5.4  用户登录 

请确保用户使用的计算机上已安装了 Receiver。 

(1) 在浏览器中输入 http://核心组件服务器 IP 地址或名称:8880/store 访问应用商店获取用户授权

的桌面和应用。 

http://核心组件服务器ip地址或名称:8880/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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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用户登录 

 

 

(2) 单击顶部导航栏中[应用程序]菜单项，查看交付给用户使用的应用程序。 

图14 应用程序 

 

 

(3) 双击应用程序，下载*.ica 文件。 

图15 下载 ica 文件 

 
 

(4) 双击 ica 文件，即可打开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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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打开记事本 

 
 

(5) 使用记事本可以打开本地的 TXT 文档，并进行编辑及保存到本地等操作。 

图17 应用程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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