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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Workspace 云桌面在某些特定场景（如医院）下，用户大部分终端都连接有打印机，打印机页面配

置、默认打印机等信息默认保存于云桌面系统盘。通过动态桌面池部署的 VDI 桌面执行系统盘还原

或开启还原模式的 IDV/VOI终端执行重启操作时，可能导致包括打印机在内的相关配置信息被清空。 

打印机配置文件漫游功能为用户解决打印机配置的备份还原问题，以及为 IDV/VOI/VDI 用户解决自

动添加共享打印机、网络打印机的问题。用户侧配置完打印机，并将配置文件上传到管理平台后，

即使进行用户云桌面系统盘还原，也可以将还原之前的打印机配置同步到还原后的用户云桌面中，

以便快速使用还原前已完成配置的打印机。 

2 特性优点 
• IDV/VOI 支持还原模式下本地打印机（可兼容型号）配置恢复、本地打印机配置模板上传/下

载/修改。 

• IDV/VOI/VDI 支持预先记录下共享（网络）打印机的详细信息，还原模式恢复的时候将执行添

加共享/网络打印机的操作。 

3 使用指导 
本文以 E1013 版本为例，介绍打印机配置的使用方法，其他版本操作请以实际情况为准。 

3.1  使用限制 

• ARM 架构主机暂不支持打印机配置。 

• 打印机配置仅适用于 Windows 操作系统云桌面。 

• VOI/VDI 云桌面中，最多支持保存/恢复 8 个网络打印机配置。 

• VOI/VDI 云桌面中，最多支持保存/恢复 8 个共享打印机配置。 

• IDV 云桌面最多支持保存/恢复 4 个打印机配置。 

• IDV 无线终端场景下，IDV 桌面不支持共享打印机配置给其它云桌面。 

• IDV 云桌面不支持配置并管理并口打印机（包括通过并口转 USB 接口连接的并口打印机）。 

• 打印机管理不支持管理通过厂商专用端口、WSD 端口等方式添加的网络打印机（仅支持管理

通过标准 TCP/IP 端口添加的网络打印机）。 

• 管理平台仅能以配置名称区分打印机配置，同一型号打印机的不同配置请以不同配置名称标识。 

• 同步云配置功能不支持同步厂商自定义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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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配置前提 

请确保应用到云桌面的策略组已开启与使用打印机相关的配置项，如已开启 USB 重定向中的打印

机、本地磁盘映射中的并口和串口，以便打印机能成功接入到云桌面中。 

3.3  配置指导 

用户通过业务部署获取云桌面后打开应用助手并进入打印机管理，可将本地的打印机配置上传至管

理平台，也可从管理平台同步已上传的打印机配置。本章节将介绍业务部署、客户端打印机管理和

管理平台打印机配置相关操作。 

3.3.1  业务部署 

业务部署用于指导管理员在 H3C Workspace 云桌面管理平台（即 H3C Space Console）上快速部

署 VDI、IDV 和 VOI 业务，并将对应桌面分发给 VDI、IDV 和 VOI 客户端用户使用。具体操作依次

为新建系统镜像、新建镜像虚拟机、制作镜像虚拟机、发布桌面镜像、新建策略组、新建桌面池、

批量部署桌面、新建用户、授权用户等，详细操作请参见《H3C Workspace 云桌面 业务快速部署

指导(办公场景)》。 

 

 

• 制作镜像虚拟机时，需为其新增磁盘，作为用户云桌面中保存打印机配置的数据盘，以便云桌

面进行系统盘还原后，打印机配置文件仍然保留。 

• 制作 VDI/IDV 镜像虚拟机时，需为其安装应用助手、打印机相关驱动并执行系统服务的配置与

优化，且在应用助手安装完成后设置打印机配置保存路径为系统盘以外的磁盘。 

• 制作 VOI 镜像虚拟机时，需在制作二级镜像时安装打印机驱动并设置打印机配置保存路径为

Winswap 盘。 

• 发布桌面镜像前，请将驱动安装过程中安装的打印机删除，以免影响同步云配置相关操作。 

• 发布桌面镜像前，需执行镜像虚拟机系统配置。 

• 若客户端有添加共享打印机的需求，需在发布桌面镜像前，执行共享环境设置。 

 

1. 新增磁盘 

(1) 进入“计算机管理-存储-磁盘管理”界面，右键单击系统盘，选择[压缩卷(H)]菜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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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选择[压缩卷(H)]菜单项 

 

 

(2) 根据需求设置压缩空间大小，单击<压缩>按钮。 

图3-2 单击<压缩>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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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右键单击新磁盘，选择“新建简单卷”，在弹出的“新建简单卷向导”对话框中依次单击<下
一步>按钮。单击<完成>按钮完成新建磁盘操作。 

图3-3 新建简单卷向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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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新建简单卷向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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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新建简单卷向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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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新建简单卷向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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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新建简单卷向导-4 

 

 

2. 镜像虚拟机系统配置 

(1) 在开始菜单中输入“uac”，选择[更改用户帐户控制设置]菜单项并设置为“从不通知”，单

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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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更改用户帐户控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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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设置为“从不通知” 

 
 

(2) 在 cmd 控制台输入 gpedit.msc，打开本地组策略编辑器，设置“用户帐户控制：以管理员批

准模式运行所有管理员”为“已禁用”。设置完成后重启镜像虚拟机。 

图3-10 本地组策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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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10 操作系统的镜像虚拟机，还需执行步骤(3)操作，启用不安全的来宾登录。 

 

(3) 在 cmd 控制台输入 gpedit.msc，打开本地组策略编辑器，进入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网
络>Lanman 工作站，选择[启用不安全的来宾登录]菜单项。设置“启用不安全的来宾登录”为

“已启用”，依次单击<应用>和<确定>按钮。 

图3-11 启用不安全的来宾登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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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启用不安全的来宾登录-1 

 
 

3. 共享环境设置 

为客户端能方便快捷地添加共享打印机，需在发布桌面镜像前执行如下共享环境设置，本文以

Windows7 操作系统为例。 

(1) 打开网络共享中心，选择[更改高级共享设置]菜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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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更改高级共享设置-1 

 

 

(2) 在“公用（当前配置文件）”下，启用文件和打印机共享，关闭密码保护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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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更改高级共享设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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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cmd 控制台输入 gpedit.msc，打开本地组策略编辑器，进入计算机配置>Windows 设置>
安全设置>安全选项，设置“网络访问：本地帐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型”为“仅来宾”，设置“帐

户：来宾状态”为“已启用”。 

图3-15 本地组策略设置 

 
 

(4) 在 cmd 控制台输入 services.msc，打开服务管理器，将服务“Printer Spooler”和“Server”
的启动类型设置为“自动”，状态设置为“已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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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 开启打印机和共享相关的 windows 服务 

 

 

3.3.2  打印机管理（客户端） 

1. 设置打印机配置文件保存路径 

(1) 在云桌面中双击应用助手快捷方式打开应用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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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打开应用助手 

 
 

(2) 单击左上角 图标，选择[打印机配置代理]菜单项，打开打印机管理，设置打印机配置文件保

存路径。 

图3-18 打开打印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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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设置打印机配置文件保存路径 

 

 

 

• 建议设置打印机配置文件保存路径为非系统盘所在路径，以免系统盘还原时导致配置文件

丢失。 

• 在如图 3-20 所示打印机管理界面，可通过左上角<配置文件路径>按钮编辑已配置路径。 

• 完成打印机配置文件保存路径设置后，请设置默认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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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 编辑配置文件路径 

 
 

2. 扫描添加设备 

(1) 在“首页”页签下，单击<立即扫描>按钮扫描打印机，扫描结果将展示所有已发现的打印机。

若扫描结果中未发现目标打印机，可尝试重新扫描。 

 

 

• 每次进入“打印机管理-首页”界面，均需要执行“立即扫描”来发现设备。 

• 管理平台开启打印机管理功能后才能执行“立即扫描”操作，相关操作请参见开启/关闭

打印机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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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扫描打印机 

 
 

(2) 若多次扫描均未发现目标打印机，可单击<立即添加>按钮手动添加目标打印机。其中，添加

共享打印机和网络打印机时需通过 IP 地址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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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手动添加目标打印机 

 
 

图3-23 添加共享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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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 添加网络打印机-1 

 
 

图3-25 添加网络打印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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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默认打印机 

(1) 在打印机管理“首页”或任意类型打印机页签下，单击打印机后<设为默认>按钮可将当前打

印机设置为默认打印机。 

图3-26 设置默认打印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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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7 设置默认打印机-2 

 
 

4. 打印测试 

(1) 在任意类型打印机页签下，单击打印机后<打印测试页>按钮可打开对应打印机的测试页面，

测试当前打印机是否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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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8 打印测试-1 

 

 

图3-29 打印测试-2 

 

 

5. 本地打印机配置 

本地打印机设置包括修改本地配置、共享本地配置、同步云配置和一键共享。用户可单击本地打印

机后设置图标 选择对应设置项。 



 

26 

图3-30 本地打印机配置 

 
 

修改本地配置 

修改本地配置用于修改本地打印机的配置参数。 

(1) 单击打印机后设置图标，选择[修改本地配置]菜单项，弹出打印机属性对话框，修改相关配置

参数后依次单击<应用>、<确定>按钮关闭打印机属性对话框。 

(2)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修改本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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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1 修改本地配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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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2 修改本地配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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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3 修改本地配置成功 

 
 

 

完成修改本地配置后，打印机后“本地配置”标签将由灰色变为绿色。 

 

共享本地配置 

共享本地配置用于将打印机本地配置参数上传并保存至管理平台。管理平台上的打印机配置可一键

同步至其他打印机。 

 

 

共享本地配置前请确认管理平台已开启打印机管理功能，相关操作请参见开启/关闭打印机管理功能。 

 

(1) 单击打印机后设置图标，选择[共享本地配置]菜单项，弹出上传对话框，输入终端管理密码后

编辑打印机配置信息的名称和描述，单击<立即上传>按钮完成操作。其中，终端管理密码请

在管理平台[系统/高级设置/桌面参数]菜单项下查看“终端管理密码”获取，默认为

“Password@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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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4 共享本地配置 

 
 

图3-35 输入终端管理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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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6 上传打印机配置信息 

 

 

图3-37 上传打印机配置信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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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共享本地配置后，可在管理平台查看到对应配置信息且打印机后“云端模板”标签将由灰

色变为蓝色。 

 

同步云配置 

同步云配置用于将已上传到管理平台的打印机配置下载到本地并应用到当前打印机上。当本地打印

机配置信息丢失后可通过该功能快速恢复打印机配置。 

 

 

不同操作系统的打印机配置文件不能通用，例如：64 位操作系统云桌面的打印机配置共享至管理平

台后不能通过“同步云配置”应用于 32 位操作系统的云桌面上。 

 

(1) 单击打印机后设置图标，选择[同步云配置]菜单项，在弹出的选择对话框中选择需要同步的配

置，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图3-38 同步云配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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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9 同步云配置-1 

 
 

一键共享 

一键共享用于将当前打印机设置为共享打印机。执行一键共享操作前请确认桌面已完成共享环境设

置。 

(1) 单击打印机后设置图标，选择[一键共享]菜单项，在弹出的提示对话框中单击<确定>按钮完成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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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0 一键共享-1 

 

 

图3-41 一键共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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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打印机配置（管理平台） 

用户将本地打印机配置上传至管理平台后，管理员可对已上传的打印机配置进行管理，包括锁定或

解锁打印机配置、编辑打印机配置和删除打印机配置。用户云桌面也可从管理平台同步打印机配置。 

1. 开启/关闭打印机管理功能 

开启打印机管理功能后，管理平台才可对打印机配置进行管理，如接收用户云桌面中上传的打印机

配置、下发打印机配置到云桌面中、锁定或解锁打印机配置等。 

(1) 单击左侧导航树[应用/应用中心/打印机配置]菜单项，进入打印机配置页面。 

(2) 单击页面右上角打印机管理右侧滑块，可开启打印机管理功能。 

(3) 再次单击滑块，可关闭打印机管理功能。 

图3-42 开启/关闭打印机管理功能 

 

 

2. 锁定/解锁打印机配置 

当用户在云桌面中将打印机配置通过共享本地配置功能上传到管理平台后，管理平台可对已接收的

打印机配置进行锁定。锁定后，用户无法上传同名的打印机配置文件到管理平台。 

(1) 单击左侧导航树[应用/应用中心/打印机配置]菜单项，进入打印机配置页面。 

(2) 单击待锁定或解锁打印机配置操作列的<锁定>或<解锁>按钮。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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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3 锁定/解锁打印机配置 

 

 

3. 编辑打印机配置 

(1) 单击左侧导航树[应用/应用中心/打印机配置]菜单项，进入打印机配置页面。 

(2) 单击待编辑打印机配置操作列的<编辑>按钮，弹出修改对话框。 

(3) 修改打印机名和描述信息，单击<确定>按钮。 

图3-44 编辑打印机配置 

 

 

4. 删除打印机配置 

(1) 单击左侧导航树[应用/应用中心/打印机配置]菜单项，进入打印机配置页面。 

(2) 单击待删除打印机配置操作列的<删除>按钮，弹出删除对话框。 

(3)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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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5 删除打印机配置 

 

 

4 相关文档 
表4-1 相关文档 

资料名称 获取方式 

H3C Workspace云桌面 管理平台用户手册 https://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
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_Cloud_
YZM/H3C_Workspace H3C Workspace云桌面 业务快速部署指导(办公场景) 

 

https://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_Cloud_YZM/H3C_Workspace
https://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_Cloud_YZM/H3C_Workspace
https://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_Cloud_YZM/H3C_Work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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