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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H3C Workspace云桌面是H3C自主研发的基于VDI(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IDV（Intelligent 

Desktop Virtualization）和 VOI（Virtual OS Infrastructure）混合架构的桌面虚拟化解决方案。通过

Workspace 云桌面管理平台可以将虚拟化的桌面组件（包括应用软件、操作系统和用户数据等）转

移到云数据中心进行托管，并进行统一管理、集中控制。用户可使用瘦终端、胖终端、移动端、PC

等设备访问桌面操作系统，给用户提供与个人 PC 类似的使用体验。 

H3C Workspace 云桌面能完成兼容各种外设，并可适配各种用户场景。本文主要介绍 Workspace

云桌面在税务场景中的部署方法。 

2 准备工作 

配置税务云桌面前，请参照下表完成相关准备工作。 

表2-1 部署环境准备 

准备项 说明 

Workspace管理平台 
已完成Workspace管理平台Space Console的安装与初始化，并已配置可用空间充足

的镜像存储路径 

Workspace App客户端 已完成Workspace App客户端的安装与部署 

系统镜像 
用于安装税务云桌面的系统镜像，如

cn_windows_7_ultimate_with_sp1_x64_dvd_u_677408.iso 

 

表2-2 办公通用软件准备 

名称 版本 发布者 说明 

iNode智能客户端  7.30.0546  
New H3C Technologies 

Co., Ltd. 

若需进行网络安全隔离，推荐

安装，安装于桌面镜像 

360压缩 4.0.0.1210 360安全中心 
根据现场实际需要安装，安装

于桌面镜像 

Adobe Flash Player 28 ActiveX  28.0.0.126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必须安装，但不同局点软件版

本可能不同，安装于桌面镜像 

Adobe Reader XI - Chinese 

Simplified  
11.0.00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根据现场实际需要安装，安装

于桌面镜像 

Foxmail 7.2 腾讯公司 
根据现场实际需要安装，安装

于桌面镜像 

Lotus Notes 7.0.1 zh-CN 7.01.6029 IBM 根据现场实际需要安装，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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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版本 发布者 说明 

于桌面镜像 

Mozilla Firefox 78.8.0 ESR (x86 

zh-CN)  
78.8.0 Mozilla 

根据现场实际需要安装，安装

于桌面镜像 

QQ影音 3.9  
根据现场实际需要安装，安装

于桌面镜像 

内网通 

 

 
根据现场实际需要安装，安装

于桌面镜像 

搜狗浏览器 

 

 
根据现场实际需要安装，安装

于桌面镜像 

搜狗拼音输入法 8.8.0.1956 Sogou.com 
根据现场实际需要安装，安装

于桌面镜像 

搜狗五笔输入法  3.1.0.1751 Sogou.com 
根据现场实际需要安装，安装

于桌面镜像 

Office 2007 

 

 
配合金格插件使用，必须安

装，安装于桌面镜像 

Chrome 

 

 安装于桌面镜像 

FireFox 

 

 
某些网站必须使用FireFox，安

装于桌面镜像 

WPS Office 2016 专业版 10.8.0.6157 Kingsoft Corp. 安装于桌面镜像 

飞秋   
安装于桌面镜像，安装完需要

添加对应的通讯段 

 

表2-3 税务相关业务软件准备 

名称 版本 发布者 说明 

C-Lodop(64-bit)  MTSoftware 

 金三系统打印 Excel 表格的必须控件，

用于开发票 

 云端版本为 C-Lodop 非必用，非云端版

本 Lodop 则为必用控件，安装于桌面镜

像 

HaiKeyCSP 6.0 (20203) 6.0.2019.9282 

Beijing 

HaitaiFangyuan 

High Technology 

 海泰方圆用户工具，配合 Ukey 共享服

务软件使用，每个用户占用一个端口，

端口选择错误将无法使用，是一种共享

Key 软件，针对特定种类的窗口必须使

用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安装，如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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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版本 发布者 说明 

苏税务使用该软件，安装于桌面镜像 

eGalaxTouch  5.13.0.14917 eGalaxTouch 
 配合触屏设备使用的触屏软件 

 必须安装，安装于桌面镜像 

Honeyview 3.4  

 图片查看软件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安装，安装

于桌面镜像 

NISEC_SafeToolkit  1.0.8.7  
国家信息安全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配合税控盘，用于读取证书 

 必须安装，安装于桌面镜像 

Nisec_sksbc 版本 V1.0.12.4  

 增值税发票税控系统 v2.0 必须控件，用

于开发票场景 

 必须安装，安装于桌面镜像 

Office病毒专杀  v2012.5.27 loveboom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安装，安装于桌

面镜像 

Oracle9i客户端精简版 9.0i 
宜宾联通信息系

统部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安装，安装于桌

面镜像 

P11接口自主RA控件 1.0.0.8  

 使用税务数字证书注册系统（外网）系

统必要控件，登录该系统时，会让提示

下载该控件，如果 IE 浏览器下载控件下

载卡在最后进度，可换浏览器下载 

 必须安装，安装于桌面镜像 

P11接口RA控件 3.3.0.9  

 使用税务数字证书注册系统（外网）系

统必要控件，登录该系统时，会让提示

下载该控件，如果 IE 浏览器下载控件下

载卡在最后进度，可换浏览器下载 

 必须安装，安装于桌面镜像 

RED 1.0.2 Egrand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安装，安装于桌

面镜像 

SWUKey_SafeToolkit 1.0.0.4  
国家信息安全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配合税控盘使用，用于读取证书 

 必须安装，安装于桌面镜像 

方正人口信息字库软件及

输入法软件 
2.17.0 北大方正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安装，安装于桌

面镜像 

广东省税务局统一登录平

台 
1.0.0 

方欣科技有限公

司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安装，安装于桌

面镜像 

广东税务电子工作平台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安装，安装于桌

面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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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版本 发布者 说明 

国家税务数字证书管理工

具 
1.0 旋极信息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安装，安装于桌

面镜像 

金报税盘税务数字证书驱

动 
2.0.0.1 aisino 

 具有修改反虚拟化检测 

 必须安装，安装于桌面镜像 

开票软件 V2.3.11.200630 aisino 必须安装，安装于桌面镜像 

客户端控件安装程 v1.3.2 

中国软件与技术

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安装，安装于桌

面镜像 

认证子系统客户端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安装，安装于桌

面镜像 

外贸企业离线出口退税申

报软件 
1.0.0 

大连龙图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安装，安装于桌

面镜像 

税务证书应用客户端 1.0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安装，安装于桌

面镜像 

握奇UKey用户工具 国密 4.2.2 

Watchdata 

Technologies 

Pte., Ltd. 

 增值税发票税控系统 v2.0 相关控件 

 必须安装，安装于桌面镜像 

握奇UKey用户工具 4.0.0 

Watchdata 

Technologies 

Pte., Ltd. 

 增值税发票税控系统 v2.0 相关控件 

 必须安装，安装于桌面镜像 

新国标行业分类对应企业

经营范围规范用语查询 
3.5 胡广维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安装，安装于桌

面镜像 

应用安全支撑平台安全客

户端控件 
v2.13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安装，安装于桌

面镜像 

填报易 2.0.1.23 
睿思易成都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有ID校验，需单独部署于各个云桌面中，不

能安装于桌面镜像，且必须安装 

睿盟评价器程序   

 登录已部署出的云桌面，前往对应网站

下载安装，不能安装与桌面镜像 

 需正确配置主副屏 

睿盟叫号程序   

 登录已部署出的云桌面，前往对应网站

下载，模板安装使用有问题 

 需正确配置叫号中心地址，需要在叫号

平台添加虚拟机地址 

GMCPOS机软件   
 必须安装，安装于模板中 

 在已部署的云桌面中修改 COM 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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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版本 发布者 说明 

器地址后，执行对应的更新脚本 

桌面资产管理客户端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安装，安装

于桌面镜像 

 当前插件存在卡死情况 

增值税发票税控系统 v2.0  
 用于开发票场景 

 必须安装，安装于桌面镜像 

增值税发票税控系统v2.0

相关控件 
  

 配合税控系统用于开发票场景 

 必须安装，安装于桌面镜像 

360天擎税务专用版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安装，如江

苏税务内网必装，安装于桌面镜像 

 安装后打开 CMD 将比较慢，需登录已

部署的云桌面打开 CMD 进行更新 

金税工程三期   

 报税系统，必须安装，安装于桌面镜像

中 

 可能出现四期版本，需要安装 3 个控件

才能使用：一个主控件、一个Lodop控

件打印 Excel 表，一个 iweboffice2009

插件用于打印 Word 文档 

 使用该系统必须使用 Office2007，需要

配置 IE——Internet 选项——安全，详

情咨询客户 IT 

C-Lodop(64-bit)  MTSoftware 

 金三系统打印 Excel 表格的必须控件，

用于开发票 

 云端版本为 C-Lodop 非必用，非云端版

本 Lodop 则为必用控件，安装于桌面镜

像，必须安装与 IE8.0 

 该控件版本分为 64 位和 32 位 2 种，安

装时必须与操作系统版本一致。若 64

位系统使用 32 位控件会导致 Excel 和

Word 文档均不能打印 

金格插件iweboffice2009   
 金三系统打印 Word 必须控件 

 必须安装，安装于云桌面中 

智能导税服务   
必须安装，安装于桌面镜像中，且只能使用

IE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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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部署流程 

税务云桌面典型部署流程如下： 

(1) 配置桌面镜像：主要包括新建镜像虚拟机，并为其安装操作系统、安装云桌面工具、办公通

用工具、税务业务相关软件，以及系统优化和发布成桌面镜像。 

(2) 云桌面部署：通过桌面镜像创建桌面池，并批量部署税务云桌面。 

(3) 外设部署和策略配置：税务云桌面所用外设的部署方法，以及外设授权策略的配置。 

(4) 新建用户：根据实际情况配置本地用户或域用户。 

(5) 桌面授权：将税务云桌面授权给用户，并为其配置授权策略。 

(6) 其他软件安装：对于安装时需通过 ID 校验的软件，进行独立安装，即分别为各个云桌面安装

对应软件。 

4 注意事项 

 需要绑定独立 ID 的软件请务必在已部署出的云桌面独立安装，请勿在桌面镜像中部署。 

 非必要情况下，请避免使用劣质的百兆 HUB。 

 注意磁盘空间利用率，避免 C 盘运行爆满，启动缓慢或无法使用的问题。 

5 部署指导 

5.1  配置桌面镜像 

5.1.1  新建系统镜像 

系统镜像是桌面镜像的基础。本章介绍如何在管理平台中上传部署税务云桌面的 ISO 系统镜像。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系统镜像]菜单项，进入系统镜像页面。单击上方<新建>按钮，在

弹出的对话框中配置相关参数，并上传系统镜像后，单击<确定>按钮。此处以 Windows7 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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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新建系统镜像 

 

 

 

 若系统镜像的上传路径为主机本地目录，则只有所选主机能使用该系统镜像；若系统镜像的上

传路径为共享存储路径，则所有主机均可使用该系统镜像。 

 请确保系统镜像的上传路径有足够的磁盘空间，否则系统镜像将上传失败。 

 上图中，“操作系统”和“版本”的配置需与实际上传的 ISO 系统镜像保持一致。 

 Windows 7 操作系统推荐使用 SP1 补丁版本。 

 

图5-2 系统镜像上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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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新建镜像虚拟机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桌面镜像/桌面镜像]菜单项，进入桌面镜像页面。单击页面中的“镜像虚拟机”

页签，展示镜像虚拟机列表。 

图5-3 镜像虚拟机 

 

 

(2) 单击<新建>按钮，进入新建镜像虚拟机页面。配置相关参数，并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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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新建镜像虚拟机 

 

 

 

 镜像类型：请选择“VDI”。 

 规格配置：推荐选择“中配”及以上规格。若无所需选项，请在规格配置页面新建。 

 系统镜像：请选择已上传的 Windows7 系统镜像。 

 网络：选择业务网虚拟交换机，此处选以 vs_business 为例。 

 增加硬件：请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增加硬件，此处以增磁盘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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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镜像虚拟机新建成功 

 

 

 

此时的镜像虚拟机实际上为一台未安装操作系统、应用软件和必要驱动等的空白虚拟机。 

 

5.1.3  安装操作系统 

(1) 单击图 5-5 中镜像虚拟机操作列的“控制台”，进入镜像虚拟机控制台，默认打开 Windows7

安装向导。 

(2) 根据安装向导完成操作系统安装。 

图5-6 安装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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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操作系统安装完成 

 

 

(3) 打开计算机管理窗口，删除安装系统时创建的本地用户。此处以 test 为例。 

图5-8 删除本地用户 

 

 

(4) 启用 Administrator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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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启用 Administrator 

 

 

(5) 以 Administrator 用户登录镜像虚拟机。 

图5-10 Administrator 用户登录 

 

 

5.1.4  初始化数据盘 

操作系统安装完成后，需对新建镜像虚拟机时增加的磁盘进行初始化。 

(1) 进入计算机管理设置，单击[存储/磁盘管理]菜单项，会自动弹出初始化磁盘弹框，单击<确定>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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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 初始化磁盘 

 

 

(2) 然后鼠标在磁盘 1 上单击右键，选择[新建简单卷]菜单项。 

图5-12 新建简单卷 

 

 

(3) 配置向导全部采用默认配置，全部单击<下一步>按钮，直至此数据盘完成格式化，格式化完

成后即完成数据盘挂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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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 新建简单卷向导 

 

 

图5-14 指定卷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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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5 分配驱动器号与路径 

 

 

图5-16 格式化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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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7 完成新建简单卷 

 

 

图5-18 格式化磁盘 

 

 

5.1.5  安装云桌面工具 

云桌面工具主要包括 CAStools 和 VdiAgent，均集成在 agent_tools 安装包中。执行 agent_tools

安装程序时，将先进入 VdiAgent 向导，并填写管理平台 IP 地址后，开始安装。安装 VdiAgent 过

程中，会自动解析并安装 CAStools。 

(1) 在镜像虚拟机控制台，单击<安装模板工具>按钮，选择[挂载驱动光驱]菜单项，并在弹出的窗

口中，单击<打开文件夹以查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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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 挂载驱动光驱 

 

 

(2) 打开文件夹后，进入如图所示目录，并右键单击 agent_tools_setup，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菜单项，弹出 VdiAgent 安装向导。 

图5-20 开始安装 agent_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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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1 VdiAgent 安装向导 

 

 

(3) 单击<下一步>按钮，开始安装。在“通信环境设置”对话框中输入 Workspace 管理平台管理

节点主机的 IP 地址或域名（域名需是完全限定性域名），端口保持默认，单击<下一步>按钮，

根据安装向导完成 CAStools 和 VdiAgent 的安装。 

图5-22 通信环境设置 

 

 

 

安装过程中会安装某些驱动程序软件，在弹出的 Windows 安全对话框中，勾选“始终信任…的软

件”，单击<安装>按钮，安装驱动程序。 

 

(4) VdiAgent 安装完成之后，单击<完成>按钮，并重启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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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安装办公通用软件 

请根据实际情况，参照表 2-2，安装办公相关通用软件。 

5.1.7  安装业务相关软件 

请根据实际情况，参照表 2-3，安装税务相关业务软件或系统。 

5.1.8  优化系统 

优化工具会针对用户软件配置以及系统进行定制，因此在镜像虚拟机安装必备软件后运用优化工具

进行优化，即优化工具在制作模板的最后一个步骤进行，以此来提高虚拟机的运行速度与云桌面的

连接体验。 

(1) 在镜像虚拟机控制台，单击<安装模板工具>按钮，选择[挂载优化工具]菜单项，并在弹出的窗

口中，单击<打开文件夹以查看文件>。 

图5-23 挂载优化工具 

 

 

(2) 打开文件夹后，进入如图所示目录，并右键单击 agent_tools_setup，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菜单项，弹出 VdiAgent 安装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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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4 运行优化工具 

 

 

(3) 根据相应的优化场景，选择优化模板，本文选择“云桌面模板优化”。 

 

 

若云桌面与终端绑定，无需用户验证的场景，则选择“云桌面设备用户模板优化”；若使用个人 PC

安装客户端以连接云桌面，则选择“云桌面物理机模板优化”。 

 

图5-25 选择“云桌面模板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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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一键检查>按钮，检查结束后，未通过项会默认标红。根据实际需求勾选优化项后，单

击<一键优化>按钮开始未通过项的优化。 

图5-26 一键检查结果 

 

 

表5-1 优化项说明 

优化项 使用场景及说明 

AC97声卡安装 云桌面声卡驱动安装，必选 

本地远程桌面连接所用RDP协议需要优化升

级 
云桌面RDP优化，推荐勾选 

系统加速优化 云桌面用户体验类优化，推荐勾选 

显示体验优化 云桌面用户体验类优化，推荐勾选 

用户profile定制 模板部署使用，推荐勾选 

配置vGPU License Server 

已挂载vGPU的镜像虚拟机专用 

关于vGPU配置，请参见《H3C Workspace云桌面 vGPU配

置指导》 

优化系统流畅度 云桌面用户体验类优化，推荐勾选 

优化视频播放 云桌面用户体验类优化，推荐勾选 

Sysprep优化 
当桌面池初始化方式为“完全初始化”时，需勾选此参数，

即完全初始化时要求桌面镜像使用sysprep优化 

安装Renesas USB 驱动 USB驱动安装，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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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项 使用场景及说明 

云盘客户端安装 需要使用云盘服务时，推荐勾选 

办公环境优化 云桌面用户体验类优化，推荐勾选 

 

(5) 优化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对虚拟机进行重启，完成镜像虚拟机制作。 

图5-27 优化完成后对虚拟机进行重启 

 

 

5.1.9  发布桌面镜像 

镜像虚拟机配置完成后，可通过克隆或转换的方式发布为桌面镜像。桌面镜像可以用于新建桌面池

和部署桌面。本文以克隆为桌面镜像为例。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桌面镜像/桌面镜像]菜单项，进入桌面镜像页面。并单击“镜像虚拟机”页签，

展示镜像虚拟机列表。 

(2) 单击待克隆镜像虚拟机操作列的“克隆为桌面镜像”，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完成相关配置后，

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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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8 克隆为桌面镜像 

 

 

(3) 克隆成功后，可在桌面镜像列表中，看到已发布的桌面镜像。此时，该桌面镜像可用于创建

VDI 桌面池并部署桌面。 

图5-29 发布成功的桌面镜像 

 

 

5.2  云桌面部署 

5.2.1  新建桌面池 

使用已完成配置的桌面镜像，创建桌面池。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桌面池/桌面池]菜单项，默认桌面池列表，单击<新建>按钮，进入新建桌面

池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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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0 桌面池列表 

 

 

图5-31 新建桌面池 

 

 

(2) 桌面类型选择“VDI”，桌面池类型选择“静态桌面池”，其余参数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后，

单击<下一步：登录信息>按钮，进入登录信息配置页面。 

图5-32 登录信息 

 

 

(3) 根据现场用户类型选择，此处以本地用户为例。配置后，单击<下一步：配置信息>按钮，进

入配置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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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3 配置信息 

 

 

(4) 完成配置后，进入下一页面，并确认相关配置后，单击<确定>按钮。 

图5-34 新建成功的桌面池 

 

 

5.2.2  批量部署云桌面 

通过桌面池，批量部署税务云桌面。 

(1) 在如图 5-34 所示桌面池详细页面，单击上方<批量部署>按钮，进入批量部署页面。 

(2) 部署个数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配置土建“中配”及以上配置，其他参数请根据实际情况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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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5 批量部署 

 

 

(3) 配置完成后，进入下一步，配置网络。网络配置完成后，进入确认信息页面，确认配置信息

后，完成配置。此时，系统开始部署桌面。可通过右上角任务台，查看部署进度。 

图5-36 任务台 

 



27 

 

(4) 可在桌面列表中，查看到已部署的云桌面。 

图5-37 桌面列表 

 

 

 

待配置授权策略和用户后，可将桌面授权给用户，并为用户配置授权策略。关于授权策略的配置，

请参见外设部署和策略配置；关于用户的配置，请参见新建用户。 

 

5.3  外设部署和策略配置 

若已提前获取外设相关信息，如设备类型、PID 和 VID，可在部署桌面前配置外设接入相关授权策

略。若无法提前获取外设相关信息，可先部署桌面，然后接入外设后，通过云桌面 Toolbar 的高级

设置，查看对应外设的信息。 

税务局点业务相关外设主要包括：评价器、POS 机、税控盘、打印机。请参照如下步骤，在管理平

台配置授权策略。 

 

 

在 H3C Workspace 云桌面中，USB 重定向中自定义设备的优先级>USB 重定向中常用设备优先级>

本地资源映射。 

 

(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策略]菜单项，默认进入授权策略页面。单击<新建>按钮，进入新

建授权策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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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8 授权策略 

 

 

图5-39 新建授权策略 

 

 

(2) 配置策略名称，类型选择“VDI”，单击<下一步：定制策略>按钮，进入定制策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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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0 定制策略页面 

 

 

(3) 请根据外设设备类型参照 5.3.1  评价器、5.3.2  POS 机、5.3.3  税控盘、5.3.4  打印机、

描述，在本地资源与设备页面配置外设的映射规则。 

(4) 根据现场实际需求，完成其他规则配置，如桌面体验、安全规则、水印配置等。 

 

 

关于授权策略的更多详细描述，请参见《H3C Workspace 云桌面 管理平台联机帮助》中“策略管

理”下的“授权策略管理”章节。 

 

5.3.1  评价器 

1. 映射策略 

税务系统评价器是复合功能设备，内部包含显示器、扬声器、输入设备等子设备，各种设备策略需

要单独配置。 

 显示器：不需要额外配置映射到云桌面的策略。在本地终端作为扩展显示器，需要云桌面配

置为双屏，主屏办公，副屏显示评价内容。 

 扬声器：声音输出设备，不需要额外配置映射到云桌面的映射。 

 输入设备：一般不需要配置映射策略。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判断，首先在不映射的情况下测试

功能是否正常，若功能异常，则映射再测试。 

2. 软件部署 

评价器软件分为评价器驱动以及评价器业务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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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器驱动需部署在终端。若评价器带触屏功能，部署完成后，需先在终端校准好屏幕，确

保评价器在终端使用正常之后再连接云桌面。 

 评价器软件需要部署在云桌面，用于管理屏幕显示。需要正确配置主副显示屏幕。 

3. 注意事项 

 评价器在每次插拔之后需要校准屏幕，使用终端桌面的屏幕校准软件进行校准。 

 云桌面的双屏和本地双屏有一定区别，若出现已配置好的评价器显示到主屏，可以使用脚本

延迟启动评价器程序。 

 

 

评价器型号不同，相关配置可能存在差异，以上配置建议均以南海 RAYMON 评价器为例。 

 

5.3.2  POS 机 

1. 映射策略 

POS 机为串口设备，存在一定的时效性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完成数据交互可能出现无法扣款、

签到等问题。请在管理平台授权策略中开启串口映射，如下图所示。 

图5-41 开启串口映射策略 

 

2. 软件部署 

GMC为POS机的PC端程序。在使用之前需要先配置POS机的端口号，GMC同目录下有Pos.ini，

内部有具体配置说明。主要配置 PIN_COM 字段，将其配置为所接端口。 

 有转接线情况下，物理端口映射到云桌面中，可能会出现多个口，建议逐个尝试，确定云桌

面中的 COM 口。一般情况下 COM3，如图 5-42 所示。 

 无转接线情况下，可直接使用云桌面中的 COM3，请勿使用 COM1。COM1 为虚拟化使用端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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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2 云桌面中 COM 口 

 

 

 

关于税务系统串口配置，请参见税务局云桌面 POS 机不能正常刷卡处理办法。 

 

3. 注意事项 

POS 机扣款时云桌面需连接扣款中心。请确保云桌面和扣款中心网络通畅，此项配置需要和税务 IT

工作人员配合。 

5.3.3  税控盘 

1. 映射策略 

税控盘是 USB 存储类设备，需要使用 USB 重定向。考虑到用户现场可能会使用其他普通 USB 设

备，因此建议普通 USB 设备使用磁盘重定向，税控盘使用 USB 重定向。策略设置如下： 

(1) 在 USB 重定向常用设备中，禁用存储设备，并开启本地资源映射中的磁盘重定向。普通 USB

设备将通过磁盘重定向映射到云桌面。 

(2) 在 USB 重定向自定义设备中，通过添加设备，将税控盘添加为例外设备。设备类型选择“大

容量存储（08H）”，PID 和 VID 请根据税控盘实际情况填写，状态选择“开启”。此时，税

控盘将通过 USB 重定向映射到云桌面。 

 

 

税控盘重定向时，读取速度可能较慢，请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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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3 税控盘映射策略 

 

 

图5-44 添加自定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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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税务控件 2.0 不可用问题，请参见税控控件适配方法。 

 

5.3.4  打印机 

打印机映射到虚拟机有两种方法： 

 若现场所用打印机均为同一类型，可在 USB 重定向策略下，启用打印机重定向。 

 若现场所有打印机型号不同，可在关闭打印机重定向，并通过自定义设备，为打印机添加例

外规则。设备类型选择“打印机（07H）”；VID 和 PID，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状态配置为“开

启”。 

图5-45 开启打印机重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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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6 自定义打印机例外策略 

 

 

5.4  新建用户 

此处以新建本地用户为例。若需新建域用户，请参考《H3C Workspace 云桌面 管理平台联机帮助》

中“用户管理”章节。 

(1) 单击左侧导航树[用户/本地用户]菜单项，默认进入本地用户页面，选择“用户分组”页签，单

击<新建>按钮，进入新建本地用户分组页面。 

图5-47 用户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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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8 新建本地用户分组 

 

 

(2) 选中新建的用户分组，并通过新建或导入的方式为为分组添加用户。 

图5-49 新建或导入本地用户 

 

 

5.5  桌面授权 

将税务云桌面授权给用户，并为桌面配置授权策略。 

(1) 在桌面列表中，单击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用户，并配置授权策略。此时，用户登录

客户端，连接税务云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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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桌面时，也可将桌面池授权给用户分组，并配置授权策略。 

 

5.6  其他软件安装 

对于表 2-3 中部署时需进行 ID 校验的软件，如填报易、睿盟评价器程序和睿盟叫号程序，需在部

署云桌面之后，单独安装。安装方法，请以各个软件的实际情况为准。 

6 常见问题解答 

6.1  提示找不到税控盘处理办法 

(1) 更换连接线，确保税控盘连接文档，可在云桌面 Toolbar 的高级设置中查看是否连接正常。 

(2) 查看 ToolBar 上税控盘是否被禁用，若被禁用，需参考 5.3.3  税控盘添加 USB 例外策略。 

(3) 如 ToolBar 上未发现税控盘，需要确保税控盘连接稳定，税控盘有外接税控线，由于设备老

化或者保存不当导致税控线连接不稳定可以尝试更换税控线、更换接入端口。 

6.2  输入法大小写与键盘灯不一致 

(1) 搜狗输入法在切换中英文时会自动切换大小写，手动切换大小写可恢复。 

6.3  税务局云桌面POS机不能正常刷卡处理办法 

请先确认 POS 机终端是否卡死，并确认云桌面和扣款中心网络是否互通。若均无问题，请在云桌

面中执行以下步骤： 

(1)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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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CMD 中 cd 到 C:\Program Files (x86)\H3C\VdiAgent\Device Redirect 目录下。 

(3) 该目录下有 ComService 和 ComService64 两个应用程序。根据云桌面或终端操作系统不同

选择执行不同的程序，ComService64 为 64 位的。 

(4) 以 64 位操作系统为例，在 CMD 的中执行 comservice64 init config 命令。 

(5) 执行完成后，该目录下会生成一个 comconf.ini 文件，检查该文件，里面的代码如下图所示即

为正确。 

 

 

(6) 在终端盒子中同样执行如上几个步骤，终端盒子中文件目录为：C:\Program Files 

\H3C\Workspace\Device Redirect 

6.4  税控控件适配方法 

6.4.1  VDI 终端的修改方法 

 

 

 执行以下操作前，请将云桌面关机。 

 此处以南海税务局为例。 

 

(1) 在管理平台的[数据中心/虚拟化]页面，找到待修改的云桌面所在的主机。例如，49 号窗口的

云桌面在 WS01 主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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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改云桌面的 CPU 工作模式为“直通模式”。 

a. 单击<修改>按钮，进入修改页面，切换到“CPU”页签。 

 

 

b. 将 CPU 工作模式从“兼容模式”改为“直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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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修改后，单击<应用>按钮。 

 

 

(3) 找到 49 号窗口云桌面对应的标识信息：返回到上一步页面，鼠标放到第一个磁盘上，可以看

到云桌面标识信息，记录部分信息，只需要记住中间几个数字，便于查找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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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到后台管理系统，通过堡垒机登录到主机 WS01 上：后台管理系统用户名为 ruipu，密码是南

海通用密码。 

 

 

(5) 单击<PuTTY>按钮，弹出窗口后，将自动连上物理主机 1。 

(6) 通过putty查找49号窗口的云桌面：输入命令：virsh list --all | grep 云桌面标识信息中几个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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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记录打印出的一长串字符串就是，该字符串即云桌面标识。 

(8) 修改云桌面配置信息： 

a. 输入命令 virsh list --all | grep 云桌面标识 

 

 

b. 输入命令 virsh edit 云桌面标识，找到 CPU mode 字段，准备修改。 

 

 

c. 光标定位到 topology 这行，双击 y 键，再点击 p 键，复制一行在下面。 

 

 

d. 这里是 vi 的编辑方式，按键盘 A 进入编辑模式，左下角有 INSERT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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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将复制出来的一行，改为如下内容。 

 

 

f. 按 ESC 退出编辑模式，再输入:wq 退出 vi 编辑界面。 

 

 

(9) 启动云桌面，并再次验证修改是否成功。 

a. 输入 virsh start 云桌面标识。 

 

b. 再次输入命令 virsh edit 云桌面标识，找到 CPU mode 字段，查看新增的内容是否还在，

如果还在就代表修改成功。 

(10) 登录到云桌面中，打开税务系统 2.0 网页，检查税控盘业务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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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查看控件版本是否正确显示。 

 

 

(12) 读取税控盘抄报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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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IDV 终端的修改方法 

(1) 进入 IDV 后台界面：关闭 IDV 终端，然后按电源键冷启动，等画面出现 H3C 字样时，按

Ctrl+Alt+T 进入超级管理员模式，输入密码。 

图6-1 输入超级管理员密码 

 

 

(2) 找到终端上的云桌面，记住云桌面标识：输入命令 virsh list，一般来说字符最长的那个就是

我们要修改的云桌面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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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改云桌面配置：输入命令 virsh edit 云桌面标识，找到 CPU mode 字段，修改方法与和

VDI 修改方法相同。 

 

 

(4) 按 ESC 退出编辑模式，再输入:wq 退出 vi 编辑界面，这时可能会提示你无法保存，直接回车

即可。 

 

 

(5) 再次输入命令 virsh edit 云桌面标识，找到 CPU mode 字段，查看我们刚刚新增的内容是否

还在，如果还在就代表修改成功。 

(6) 重启系统：输入命令 reboot，重启 IDV 终端，在 H3C 画面选择操作时，点击启动本地操作

系统，输入本地用户的密码后，进入正常的 Windows 系统。 

6.5  系统卡顿，反应慢处理办法 

(1) 建议在管理平台上制定定时开关机任务，避免启动风暴以及系统长时间运行带来的卡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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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配置虚拟机开关机定时任务 

 

 

6.6  评价器无法点击处理方法 

(1) 需要在本地安装驱动并校准屏幕。 

6.7  评价窗口显示不正确处理方法 

(1) 需要在评价器小程序正确设置主副屏，最好添加小程序延迟启动。 

6.8  云桌面无故自动关机处理方法 

(1) 请勿安装定时关机软件，例如 qyzngj.exe。 

6.9  打印税票时，可能会IE卡死 

(1) 原因是金格插件卡死。 

6.10  IE随机异常退出 

(1) 原因是 IE 内存泄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