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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Workspace 云桌面软件黑名单特性是对授权策略的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 自定义控制云桌面中软件的使用。在某些特定场合下，用户不希望在云桌面中运行某些软件，

就可以通过该特性对此类软件进行屏蔽。 

• 在特定环境下，某些软件会影响云桌面安全、稳定的运行环境，此时，可通过软件黑名单功能

将这类软件进行屏蔽以获得良好的云桌面体验。 

2  实现原理 
在云桌面管理平台上创建的授权策略中配置软件黑名单列表，配置完成后在桌面池授权用户或用户

分组时选择该授权策略。用户通过客户端登录连接桌面池中云桌面时，云桌面中 Agent 收到由

Controller 下发的黑名单列表后，通过 Windows 钩子或扫描任务管理器技术来阻止黑名单软件的启

动和运行，从而达到控制软件使用的目的。 

图1 特性原理图 

 

 

3  特性优点 
• 不更改Windows 驱动：采用 Windows 的系统命令，调用 Windows 的指令，禁止某些软件运

行。所以不需要第三方组件或者在驱动层做过滤，可以更好的兼容 Windows 系统。 

• 匹配方式多样：支持使用全匹配和模糊匹配。 

• 可导入到另一个平台使用：通过导出、导入功能，可以提供给另一个 Workspace 管理平台配

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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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指导 

4.1  使用限制 

• ARM 架构主机暂不支持软件黑名单。 

• 软件黑名单规则最多配置 20 条，且匹配的进程名必须是英文。 

• 软件黑名单功能只能阻止 Windows7 或 Windows10 操作系统中 exe 格式的应用程序。 

4.2  配置前提 

(1) 请确保桌面环境能正常使用，并完成桌面池、用户等相关配置。 

(2) 请明确需加入黑名单的软件进程名。 

4.3  注意事项 

请谨慎使用模糊匹配，建议最大可能明确进程名，以免导致系统中需运行的进程被阻止。 

4.4  配置指导 

本文以 E1011L06 版本为例，介绍软件黑名单的配置和验证方法，其他版本操作请以实际情况为准。 

4.4.1  增加软件黑名单规则 

Workspace 管理平台支持通过新建软件黑名单规则和选择常用规则两种方式增加软件黑名单规则。 

1. 新建软件黑名单规则 

(1) 管理员登录管理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策略]菜单项，进入授权策略页面。 

(2) 单击<新建>按钮，进入新建授权策略页面。 

(3) 根据所用 VDI、IDV 和 VOI 终端配置基本信息，并进入定制策略页面。 

(4) 若无特殊要求其它配置项可采用默认值，直至进入软件黑名单规则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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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软件黑名单规则列表 

 
 

(5) 单击列表上方<新建>按钮，弹出新建软件黑名单规则对话框。 

图3 新建软件黑名单规则 

 
 

(6) 选择匹配规则，并输入相关参数后，单击<确定>按钮。此处以全匹配，进程名“chrome.exe”，
描述“Google Chrome”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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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新建软件黑名单规则 

 
 

表1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全匹配 匹配进程名，要求进程名和软件信息完全相同，为了确保匹配准确，推荐使用全匹配规则。 

模糊匹配 匹配进程名，表示可匹配到包含输入字段的所有进程名，例如qq可以匹配qq.exe或
qq2013.exe。 

进程名 
需要匹配的软件进程名，不区分大小写。若不清楚程序的进程名称，可启动该程序，在

Windows任务管理器“应用程序”页签找到该应用程序，右键选择菜单项上的“转到进程

(G)”查看对应程序的进程名。 

描述 进程的描述信息。 

 

(7) 单击<下一步：确认信息>按钮，确认授权策略相关配置无误后，单击<确定>按钮。 

(8) 参照上述步骤，可完成 VDI、IDV 和 VOI 三种包含软件黑名单规则的授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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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授权策略 

 
 

2. 选择软件黑名单常用规则 

(1) 管理员登录管理平台，以同样方式进入授权策略的软件黑名单规则列表页面。 

(2) 单击列表上方<选择常用规则>按钮，弹出选择常用规则对话框。系统支持新建软件黑名单常

用规则和导入常用规则。此处，以导入常用规则为例进行说明。 

图6 选择常用规则 

 
 

(3) 单击<导入>按钮，弹出导入软件黑名单常用规则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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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导入软件黑名单常用规则 

 

 

(4) 单击对话框右下角<下载导入模板>按钮，下载 softwareList.csv 文件，并在文件中填写进程名、

软件描述和匹配规则后，保存。 

(5) 在导入对话框中，单击<选择文件>按钮，选择已保存的 softwareList.csv 文件。 

图8 导入 csv 文件 

 

 

(6)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导入预览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回到选择常用规则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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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导入预览 

 
 

图10 常用规则 

 
 

(7) 勾选导入的规则，单击<确定>按钮，返回软件黑名单规则列表页面。 

图11 软件黑名单规则列表 

 
 

(8) 单击<下一步：确认信息>按钮，确认授权策略相关配置无误后，单击<确定>按钮。 

(9) 参照上述步骤，可完成 VDI、IDV 和 VOI 三种包含软件黑名单规则的授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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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授权策略 

 
 

4.4.2  应用软件黑名单规则 

软件黑名单是授权策略中的一个规则，需通过授权策略应用软件黑名单规则。 

• 对于 VDI 桌面，系统支持将桌面授权给用户或用户分组，以及对桌面进行预授权时，指定桌

面的授权策略。 

• 对于 IDV 和 VOI 客户端，在 IDV 或 VOI 客户端加入对应桌面池后，将其授权给用户时可指定

授权策略。 

本文以为 VDI 桌面授权给用户为例进行说明，为 IDV 或 VOI 客户端配置授权策略的方法类似。 

(1) 在管理平台单击左侧导航树[桌面池/桌面池/<VDI 桌面池名称>]菜单项，进入桌面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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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VDI 桌面池桌面列表 

 
 

(2) 单击桌面列表中授权用户登录名操作列的 图标，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待授权的用户，并

为其配置授权策略后，单击<确定>按钮。 

图14 授权用户并选择授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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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为 VDI 桌面授权用户成功 

 

 

(3) 参照上述步骤为 IDV 客户端和 VOI 客户端进行授权。 

图16 IDV 客户端授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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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VOI 客户端授权成功 

 
 

4.5  配置验证 

用户通过客户端连接桌面后，无法在桌面中运行或安装软件黑名单中的应用。本文以 Workspace
客户端连接云桌面为例进行介绍，IDV 和 VOI 中软件黑名单的应用效果类似。 

(1) 启动并登录客户端，进入全部桌面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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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全部桌面 

 

 

(2) 双击指定桌面，连接并登录桌面。 

(3) 在桌面安装软件黑名单规则中的程序时，将弹出如下安全告警。 

图19 安全告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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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相关文档 
表2 相关文档 

资料名称 获取方式 

H3C Workspace云桌面 管理平台联机帮助 https://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

https://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Softwar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_Cloud_YZM/H3C_Work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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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 Workspace云桌面 客户端用户手册(办公场景) 
e/Document_Center/H3Cloud/Catalog/H3C_Cloud_
YZM/H3C_Workspace 

H3C Workspace云桌面 授权策略特性说明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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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