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3C Workspace 云桌面 

摄像头重定向配置指导(办公场景) 

 
 

 

 

 

 

 

 

 

 

 

 

 

 

 

 

 

 

 

 

资料版本：5W102-20210131 

 

Copyright © 2021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非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文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并不得以任何形式传播。 
除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的商标外，本手册中出现的其它公司的商标、产品标识及商品名称，由各自权利人拥有。 
本文档中的信息可能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i 

目  录 

1 概述 ·························································································································································· 1 

1.1 产生背景 ··············································································································································· 1 

1.2 技术优点 ··············································································································································· 1 

2 技术实现 ·················································································································································· 1 

2.1 概念介绍 ··············································································································································· 1 

2.2 架构图 ·················································································································································· 2 

3 使用指导 ·················································································································································· 3 

3.1 使用限制 ··············································································································································· 3 

3.2 注意事项 ··············································································································································· 3 

3.3 配置流程 ··············································································································································· 3 

3.4 配置指导 ··············································································································································· 3 

3.4.1 策略配置（管理平台） ·············································································································· 3 

3.4.2 外设配置（云桌面） ·················································································································· 4 

4 相关文档 ·················································································································································· 6 

 



 

1 

1 概述 
摄像头重定向指在云桌面使用中，将本地终端上的摄像头设备重定向到云桌面中，使用户可以在云

桌面中使用通用的摄像头软件和高拍仪等专用软件。 

1.1  产生背景 

随着桌面虚拟化技术的不断推广，用户使用云桌面时，出现了许多诸如使用网络摄像头进行视频会

议、使用高拍仪进行证件扫描的实际需求。而传统的 USB 重定向属于一种端口级的重定向，需要

千兆网络带宽和微秒级的网络延迟才能在云桌面中提供较好的摄像头使用体验。当用户的网络质量

无法满足上述要求时，传统的 USB 重定向使用摄像头会出现画面卡顿、撕裂等问题，严重影响用

户体验。关于 USB 重定向的详细介绍，请参见《H3C Workspace 云桌面 管理平台联机帮助》。 

为了满足用户在较低网络环境中使用摄像头软件的需求，H3C Workspace 云桌面加入了摄像头重

定向功能，让用户在百兆网络带宽下顺畅使用高清摄像头。 

1.2  技术优点 

融合版本云桌面摄像头重定向特性具有以下优点： 

• 对网络数据的延迟不敏感，数据延迟不会造成摄像头画面的抖动、撕裂。 

• 对网络带宽占用小，摄像头重定向通过网络传输的数据是纯粹的图像数据，不包含过多的数据

封装，并且通过专门的图像压缩算法进行数据压缩，因此占用带宽会比使用 USB 重定向小很

多。对一般的高清网络摄像头而言，通过 USB 重定向占用带宽在 40MB 左右，使用摄像头重

定向占用的带宽在 3~5MB。 

2 技术实现 

2.1  概念介绍 

1. 摄像头重定向服务 

摄像头重定向服务程序分为服务端和客户端，分别运行在云桌面操作系统中和本地终端操作系统中。

客户端操作真实摄像头，对摄像头采集的原始图像数据进行压缩编码；服务端添加或移除虚拟摄像

头，并对客户端发来的图像数据进行解码和转码。 

2. 虚拟摄像头 

虚拟摄像头是根据真实摄像头的参数在云桌面中“虚拟”出一个同样的摄像头，并根据摄像头重定

向服务程序的指令实现虚拟摄像头设备的热插拔，使摄像头应用软件能够发现虚拟摄像头设备的

“接入”和“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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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虚拟摄像头驱动 

虚拟摄像头驱动用于获取云桌面的摄像头应用软件下发的各种操作指令，比如打开、关闭虚拟摄像

头，查询/设置摄像头属性等等，并返回这些操作指令的结果。同样，虚拟摄像头也会主动上报客户

端采集的图像数据给摄像头应用软件。 

2.2  架构图 

图2-1 摄像头重定向架构图 

 
 

摄像头重定向模块由摄像头重定向服务程序、虚拟摄像头和虚拟摄像头驱动共同组成。 

摄像头重定向的基本流程如下： 

• 摄像头重定向服务程序收集本地终端的真实摄像头信息，并按照这些信息在云桌面中虚拟出一

个一模一样的“虚拟摄像头设备”。 

• 云桌面的摄像头应用软件枚举到“虚拟摄像头设备”，对其下发各种指令。 

• 虚拟摄像头驱动获取到云桌面摄像头应用软件下发的各种指令，将需要真实摄像头完成的指令

通过摄像头重定向服务程序传递到本地终端。 

• 本地终端的摄像头重定向服务程序根据收到的指令去控制真实的摄像头设备，并将指令执行结

果/采集的图像数据，从本地终端原路返回给云桌面的摄像头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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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指导 

3.1  使用限制 

• 摄像头重定向只适用于摄像头类设备的重定向，不支持摄像头设备附带的麦克风的重定向。 

• 虚拟摄像头对外提供的格式为“MJPG”、“YUY2”和“RGB24”。 

• 摄像头重定向不支持摄像头设备上的音频设备重定向。 

• 对于 Windows 操作系统，摄像头重定向功能只支持 Windows 7 及以上版本。 

3.2  注意事项 

• 开启摄像头重定向时，推荐将云桌面设置为高清模式。具体方法为：登录客户端并连接云桌面，

单击 Toolbar 上高级设置图标，在“体验”页签中，将场景配置设置为“高清模式”。 

• VDI 类型的授权策略，其本地资源与设备映射的生效优先级如下：USB 自定义设备重定

向>USB 常用设备重定向>本地资源映射。因此，请在开启本地资源映射的摄像头重定向时，

仅用 USB 重定向或 USB 重定向下的摄像头。 

3.3  配置流程 

摄像头重定向是授权策略的一条规则，配置摄像头重定向的流程如下： 

(1) 新建或编辑授权策略，在本地资源映射配置中，启用摄像头。 

(2) 为用户授权云桌面时，指定启用摄像头重定向的授权策略。 

(3) 用户连接云桌面，在外设配置中启用摄像头设备。 

3.4  配置指导 

3.4.1  策略配置（管理平台） 

(1) 在云桌面管理平台上，单击左侧导航栏[数据中心/策略/授权策略]菜单项，进入授权策略页面。 

(2) 单击<新建授权策略>按钮，或单击指定授权策略对应的编辑图标，在弹出的增加/修改授权策

略对话框中配置相关参数，直至本地资源与设备规则页面。 

(3) 使用摄像头重定向有两种策略配置方式： 

 方式一：启用本地资源映射的摄像头重定向，同时 USB 重定向总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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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关闭 USB 重定向情况下 

 
 

 方式二：打开本地资源映射的摄像头重定向，若 USB 重定向处于打开状态，请务必关闭

USB 重定向下的摄像头重定向。 

图3-2 打开 USB 重定向情况下 

 

 

(4)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确认信息>按钮，直到完成授权策略的配置。 

(5) 在将云桌面授权用户使用时选择配置好的授权策略。 

3.4.2  外设配置（云桌面） 

(1) 在终端上连接摄像头设备。 

(2) 用户登录客户端，并连接云桌面。 

(3) 单击云桌面 toolbar 上 图标，弹出高级设置对话框，默认打开本地资源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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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高级设置 

 

 

(4) 单击摄像头设备的 图标，可显示当前已接入终端的摄像头设备。 

图3-4 摄像头设备 

 

 

(5) 单击摄像头设备右侧<插入>按钮，并单击<确定>按钮。此时，即可在云桌面中使用终端接入

的摄像头设备。 



 

6 

图3-5 插入摄像头设备 

 

 

4 相关文档 
• 《H3C Workspace 云桌面 管理平台联机帮助》 

• 《H3C Workspace 云桌面 客户端用户手册（办公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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