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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VMware Workspace Portal 管理员
指南 1

《VMware Workspace Portal 管理员指南》提供了有关使用和维护 VMware Workspace™ Portal 的信息和说

明。借助 Workspace，您可以为组织的应用程序自定义一个资源目录，并使用户以安全的方式通过多种设备对

这些资源进行受管的访问。这类资源包括 Web 应用程序、捕获为 ThinApp 软件包的 Windows 应用程序、基

于 Citrix 的应用程序以及 View™ 桌面池和应用程序池。Workspace 为用户提供了统一的体验，让您的 IT 部门

可以在多种设备上为所有服务和应用程序实现统一的安全性和管理。

目标受众
《VMware Workspace Portal 管理员指南》专门面向企业管理员。文档内容专为熟悉虚拟机技术、标识管理、

Kerberos 和目录服务且经验丰富的 Windows 和 Linux 系统管理员编写。如果您打算实施 VMware ThinApp®、

View、Citrix 应用程序虚拟化和 RSA SecurID 等其他功能，了解这些方面的技术十分有用。

《 Workspace 管理员指南》概览
请在安装 Workspace 后使用《VMware Workspace Portal 管理员指南》。

对 Workspace 进行管理时，请使用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从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执行的关键任务是授权用户使用资源。通过执行其他任务，您可以更详细地控制授

权哪些用户在什么条件下使用哪些资源，这些任务对上述关键任务起到辅助支持作用。

以管理员身份执行的任务根据您计划管理的资源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您可以管理 View 桌面池和应用程序

池、Windows 应用程序（ThinApp 软件包）、DaaS 桌面、基于 Citrix 的应用程序以及 Web 应用程序。您实

际管理的资源类型根据组织需求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要授权用户使用某种资源类型，必须先执行《VMware
Workspace Portal 指南》的“设置资源”中介绍的相应预配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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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管理员的 Workspace 简介 2
Workspace 提供集中式的管理控制台，您可以借助该控制台自定义组织的目录，以及管理对目录中资源的授

权。目录包含组织的应用程序和资源。

Workspace 可检测用户的属性，并跨应用程序实施策略。用户的工作区由他们的一组授权资源组成。对于每个

用户，您可以自定义 Windows、Web 和软件即服务 (Software-as-a-Service, SaaS) 应用程序的交付方式和从单

个门户访问这些应用程序的能力，同时还能授予用户通过自助服务访问应用程序的权限。

Workspace 管理服务
管理 Workspace 用户组和资源管理、身份验证、同步设置以及来自不同 Workspace 管理服务的数据库连接。

n 在“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界面上，设置资源目录并管理您的用户和组、授权以及报告。您可以查看

“用户参与”仪表板和“系统诊断”仪表板来监控用户、资源使用情况和 Workspace 设备运行状况。以从

Active Directory 分配的管理员用户角色登录。直接登录管理控制台的 URL 为
https://WorkspaceFQDN/SAAS/admin。

n 在 Connector 服务管理员 页面上，配置目录、设置 authbroker 并管理其他企业集成（如虚拟桌面和远程

应用程序）。这包括设置与 View 连接服务器、ThinApp 存储库和 Citrix 已发布应用程序资源的集成。从

这些页面中，您还可以检查目录同步状态和警报。使用用户名 admin 和设置 Workspace 时创建的管理员密

码，以 Workspace 管理员的身份登录。Connector 服务管理员 页面的链接可以在以下网址中找到：

https://Workspace_FQDN .com:8443。

n 在 Appliance Configurator 页面上，您可以管理 Workspace 数据库、更新证书、启用 Syslog、更改

Workspace 和系统密码，以及管理其他基础架构功能。使用在设置 Workspace 时创建的管理员用户名和

管理员密码，以 Workspace 管理员的身份登录。Appliance Configurator 页面的链接可以在以下网址中找

到：https://Workspace_FQDN .com:8443。您还可以从“Worksapce 管理控制台”中的“设置”>“VA 配
置”页面访问 Appliance Configurator 页面。

Workspace 终用户组件
用户可以使用 Workspace App Portal（无代理客户端）访问授权资源，也可以从适用于 Windows 的 Workspace
访问虚拟化的 Windows 应用程序（以 ThinApp 软件包的形式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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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Workspace 用户客户端组件

Workspace 用户组件 描述 可用端点

Workspace App Portal Workspace 应用程序门户是基于 Web 的无代理应用程
序。当用户通过浏览器访问并使用其授权工作区资产时，
将默认使用该界面。使用此门户，用户可以访问其 View
桌面和 Workspace Web 应用程序。

如果 终用户有权访问 ThinApp 应用程序，且其使用的
Windows 系统上已安装适用于 Windows 的 Workspace
程序并处于活动状态，则他们可以从此应用程序门户中
查看并启动获得授权的 ThinApp 软件包。

在 iOS 设备上，用户可以在诸如 Safari 的浏览器应用程
序中打开此门户，然后访问并使用其 View 桌面、
Workspace Web 应用程序和基于 Citrix 的应用程序。

基于 Web 的应用程序门户在
所有受支持的系统端点上均
可用，如 Windows 系统、
Mac 系统、iOS 设备和
Android 设备。

适用于 Windows 的 Workspace 在用户的 Windows 系统上安装此程序后，用户可以使用
其虚拟化的 Windows 应用程序（以 ThinApp 软件包的
形式捕获）。

Windows 系统

支持 Workspace 的 Web 浏览器
Workspace 管理员控制台是基于 Web 的应用程序，随 Workspace 一起安装。您可以通过以下浏览器访问和使

用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n Internet Explorer 10 和 11（适用于 Windows 系统）

n Google Chrome 34.0 或更高版本（适用于 Windows 和 Mac 系统）

n Mozilla Firefox 28 或更高版本（适用于 Windows 和 Mac 系统）

n Safari 6.1.3 及更高版本（适用于 Mac 系统）

终用户可以通过以下浏览器访问其 Workspace 应用程序门户。

n Mozilla Firefox（ 新）

n Google Chrome（ 新）

n Safari（ 新）

n Internet Explorer 8 或更高版本

n 本地浏览器和 Google Chrome（Android 设备上）

n Safari（iOS 设备上）

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8 查看 Workspace 页面时，可能无法在页面上正确显示所有元素。为获得 佳查看效

果，用户应升级到更新的版本。

VMware Workspace Portal 管理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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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仪表板来监
控用户、资源和设备运行状况 3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包含“用户参与”仪表板和“系统诊断”仪表板，可帮助您监控用户、资源使用情

况以及 Workspace 设备运行状况。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9 页，“跟踪 Workspace 中使用的用户和资源”

n 第 10 页，“监控 Workspace 系统信息和运行状况”

跟踪 Workspace 中使用的用户和资源
“用户参与”仪表板显示有关用户和资源的信息。您可以查看已登录的人员、正在使用的应用程序以及应用程
序的访问频率。您可以创建报告来跟踪用户和组的活动以及资源使用情况。

显示在“用户参与”仪表板上的时间基于为浏览器设置的时区。仪表板每隔一分钟更新一次。

步骤

n 标题将显示当天登录的唯一用户的数量，还将显示表明七天内每天登录事件数量的时间表。“今天登录的
用户”数量由圆圈包围，显示已登录用户的百分比。登录滑动图显示一周内的登录事件。指向图中的一个
点可查看当天的登录数量。

n “用户和组”部分显示在 Workspace 中设置的用户帐户数量和组数量。将显示 近登录的用户。可以单击

查看完整报告来创建“审核事件”报告，该报告显示在一定日期范围内登录的用户。

n “应用程序热门程度”部分显示在七天时间内应用程序启动次数的柱状图，按应用程序类型分组显示。指
向特定日期可查看显示所使用应用程序的类型以及当天所启动数量的工具提示。图下方的列表显示特定应
用程序的启动次数。单击右侧的下拉菜单箭头选择查看一天、一周、一个月或 12 周内的此信息。可以单击

查看完整报告来创建“资源使用情况”报告，该报告显示一定时间范围内的应用程序、资源类型和用户活
动数量。

n “应用程序采用”部分将显示一个柱状图，其中显示已打开有权使用的应用程序的人员百分比。指向应用
程序可查看显示采用和授权的实际数量的工具提示。

n “已启动应用程序”饼图显示已启动资源在整体中所占的百分比。指向饼图中的特定部分可查看按资源类
型列出的实际数量。单击右侧的下拉菜单箭头选择查看一天、一周、一个月或 12 周内的此信息。

n Workspace Client 部分显示正在使用的 Windows Clients for Workspace 的数量。

下一步

单击“仪表板”下拉菜单可查看“系统诊断”仪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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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 Workspace 系统信息和运行状况
Workspace 系统诊断仪表板显示您的环境中 Workspace 设备运行状况的详细概览，以及有关 Workspace 服务

的信息。您可以查看 Workspace 数据库服务器、workspace-va 虚拟机和每个虚拟机上的可用服务的整体运行

状况。

在“系统诊断”仪表板中，您可以选择要监控的 workspace-va 虚拟机，并可以查看该虚拟机上服务的状态，

包括已安装的 Workspace 版本。如果数据库或虚拟机出现问题，则标题栏会以红色显示计算机状态。要查看问

题，您可选择以红色显示的虚拟机。

步骤

n 用户密码过期。将显示 Workspace 设备 root 的过期日期和密码的远程日志。如果密码过期，请转至“设

置”页面，然后选择 VA 配置。打开系统安全页面以更改密码。

n 证书。将显示证书颁发者、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要管理证书，请转至“设置”页面，然后选择 VA 配
置。打开安装证书页面。

n Configurator - 应用程序部署状态。将显示 Appliance Configurator 服务信息。“Web 服务器状态”将显

示 Tomcat 服务器是否正在运行。“Web 应用程序状态”将显示 Appliance Configurator 页面是否可访

问。“设备版本”将显示已安装的 Workspace 设备的版本。

n Application Manager - 应用程序部署状态。将显示 Workspace 设备连接状态。

n Connector - 应用程序部署状态。将显示 Connector 服务管理员 连接状态。当显示“连接成功”时，您可

以访问 Connector 服务管理员 页面。

n Workspace FQDN。显示用户输入以访问其 WorkspaceApp Portal 的完全限定域名。当正在使用负载平衡

器时，Workspace FQDN 将指向该负载平衡器。

n Application Manager - 集成组件。将显示 Workspace 数据库连接、审核服务和分析连接信息。

n Connector - 集成组件。将显示有关在“Connector 服务管理”页面上管理的服务的信息。将显示有关

ThinApp、View 和 Citrix 发布的应用程序资源的信息。

n 模块。显示在 Workspace 中启用的资源。单击启用转至“Connector 服务管理”页面以找到该资源。

VMware Workspace Portal 管理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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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Workspace 用户身份验证 4
Workspace 用户身份验证需要使用一个或多个身份提供程序实例。这可以是 Workspace 实例（该实例为默认

实例），或者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或者这两者的组合。身份提供程序实例在企业网络内使用 Active
Directory 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要配置身份提供程序实例并将其添加到 Workspace 部署，必须执行多个先决条件步骤来确保 Workspace 可以

正确地访问 Active Directory 部署。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11 页，“Workspace 用户身份验证概览”

n 第 12 页，“添加或编辑网络范围”

n 第 13 页，“添加或编辑用户身份验证方法”

n 第 14 页，“添加和配置身份提供程序实例”

n 第 16 页，“将 Workspace 配置为使用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的概览”

n 第 18 页，“编辑默认访问策略集”

Workspace 用户身份验证概览
Workspace 尝试基于您配置的身份验证方法、默认访问策略集、网络范围和身份提供程序实例对用户进行身份

验证。

用于 Workspace 的身份提供程序实例将创建一个使用 SAML 2.0 断言与 Workspace 进行通信的网内联合身份

验证机构。身份提供程序实例在企业网络内使用 Active Directory 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Workspace 支持 Active Directory 密码、Kerberos 和 RSA SecurID 用户身份验证方法。但是，第三方身份提

供程序可能支持其他可以用于您的 Workspace 部署的身份验证方法，例如，基于智能卡的身份验证。

默认支持的
Workspace 身份验证
类型 描述

密码 无任何配置 Workspace 支持 Active Directory 密码身份验证。此方法直接通过 Active Directory 对
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Kerberos Kerberos 身份验证可以为域用户提供 Workspace 的单点登录访问权限，因此域用户在登录企业网
络后无需登录 Workspace。身份提供程序实例使用由密钥分发中心 (KDC) 分发的 Kerberos 票证验
证用户桌面凭据。

RSA SecurID RSA SecurID 身份验证要求用户使用基于令牌的身份验证系统。建议针对从企业网络外部访问
Workspace 的用户启用 RSA SecurID 身份验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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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执行 Kerberos 身份验证或 RSA SecurID 身份验证，您可以使用一个现有身份提供程序实例，也可以部署一

个或多个其他的身份提供程序实例，具体取决于您的部署。

当用户尝试登录时，Workspace 必须确定用于验证用户身份的身份提供程序实例。

为了确定身份提供程序实例，Workspace 会对默认的访问策略集进行评估，选择策略集中要应用的策略。应用

的策略将指定该登录事件所需的 低身份验证评分。然后，Workspace 会根据要求的 低身份验证评分和方法

的顺序对可用的身份验证方法进行筛选和排序，您可以根据组织的要求设定 低身份验证评分和方法的顺序。
Workspace 选择满足策略的身份验证方法和网络范围要求的第一个身份提供程序实例，然后将用户身份验证请

求转发到此实例进行身份验证。如果身份验证失败，身份验证提供程序选择过程会继续选择列表中的下一个身
份提供程序。

重要事项   移除或重置身份提供程序实例时，您必须从“身份提供程序”页面中移除相应的身份提供程序名称。

您可以各种方式将 Workspace 部署为使用身份提供程序选择过程，以下示例总结了其中一种方式。

外部 RSA SecurID 和内部
密码身份验证或更高级示例

可以使用此方法在同一 Workspace 部署中将 Workspace 配置为对内部用户使

用 Active Directory 密码或 Kerberos 身份验证方法，对外部用户使用 RSA
SecurID 身份验证方法。

n 内部策略 - 使用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在默认访问策略集中创建一种身份

验证评分 低的策略，以接受 Active Directory 密码作为身份验证方法。

要确保 Workspace 尝试首先使用 Kerberos 身份验证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使 Kerberos 方法的身份验证评分高于密码方法的身份验证评分，并在“身

份验证方法”页面上将 Kerberos 置于列表的顶端。还要为内部用户分配网

络范围。

n 外部策略 - 使用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在默认访问策略集中创建一种身份

验证评分 低的策略，以确保使用 RSA SecurID 身份验证方法来验证用户

的身份。还要分配一个包括所有可能用户的网络范围（从 0.0.0.0 到
255.255.255.255）。

此配置的结果就是尝试从企业网络内部访问 Workspace 的用户将被定向到提供 Kerberos 身份验证或密码身份

验证的身份提供程序实例，而企业网络外部的用户将被定向到提供 RSA SecurID 身份验证的身份提供程序实

例。内部和外部用户可能被发送到相同的身份提供程序实例或不同的身份提供程序实例，具体取决于您配置身
份验证方法的方式。

添加或编辑网络范围
您可以添加要定向到特定身份提供程序实例的 IP 地址的网络范围。

默认的网络范围称为“所有范围”，包括 Internet 上提供的每个 IP 地址，范围从 0.0.0.0 到 255.255.255.255。
即使您的 Workspace 部署中只有一个身份提供程序实例，您也可能需要先配置默认范围，然后通过添加其他范

围来排除或包含特定的 IP 地址。如果部署中有多个采用不同身份验证方法的身份提供程序实例，则必须配置多

个网络范围。请参阅第 14 页，“添加和配置身份提供程序实例”。

注意   默认网络范围（“所有范围”）及其描述（“面向所有范围的网络”）是可以编辑的。您可以使用“网

络范围”页面上的编辑功能来编辑此名称和描述，包括将文本更改为其他语言。

前提条件

执行必要的网络范围规划。

n 确定将 Workspace 与 Active Directory 进行集成的 佳方式，以满足您组织的需求。这类规划会影响部署

中身份提供程序实例的数量，进而影响所需的网络范围的数量。

n 根据网络拓扑，定义 Workspace 部署的网络范围。

VMware Workspace Portal 管理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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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当启用 View 模块时，要添加一个网络范围，请记录该网络范围的 Horizon Client 访问 URL 和端口号。

更多信息请参阅 View 文档。

步骤

1 登录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2 选择设置 > 网络范围。

3 编辑现有网络范围或添加新的网络范围。

选项 描述

编辑现有范围 单击编辑对范围进行编辑。

添加范围 单击 + 网络范围添加新范围。
 

4 完成表单填写。

表单项目 描述

名称 输入网络范围的名称。

描述 输入对网络范围的描述。

View 容器 “View 容器”选项仅在启用 View 模块后显示。

Client 访问 URL 主机。输入该网络范围的正确 Horizon Client 访问 URL。

Client 访问端口。输入该网络范围的正确 Horizon Client 访问端口号。

请参见 中的“提供对 View 桌面池和应用程序的访问权限”章节。

IP 地址 编辑或添加 IP 范围，直到所有需要和不需要的 IP 地址都包含在内。

下一步

n 将每个网络范围关联到身份提供程序实例。请参阅第 14 页，“添加和配置身份提供程序实例”。

n 根据需要将网络范围与访问策略集相关联。请参阅第 19 页，第 5 章“管理访问策略集”。

添加或编辑用户身份验证方法
您可以编辑现有的用户身份验证方法。在添加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时，您可以配置 Workspace 不默认支持的用

户身份验证方法。另外，还可以创建访问策略，将身份验证方法与特定的 Web 应用程序相关联。

Workspace 支持 Active Directory 密码、Kerberos 和 RSA SecurID 用户身份验证方法。通过添加支持其他身

份验证方法（如基于智能卡的身份验证）的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可以使 Workspace 能够强制执行这种身份验

证方法。请参阅第 14 页，“添加和配置身份提供程序实例”。有关与配置 Workspace 使用第三方身份提供

程序实例相关的任务的完整列表，请参阅第 16 页，“将 Workspace 配置为使用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的

概览”。

方法的 低身份验证评分和在“身份验证方法”页面上的顺序在 Workspace 选择身份提供程序实例进行用户身

份验证所遵循的过程中十分重要。要规定用户使用具有指定 低身份验证评分的身份验证方法访问 Web 应用

程序，请参阅第 20 页，“管理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策略集”。

Workspace 使用给定身份验证方法进行的尝试次数不尽相同。Workspace 只尝试执行一次 Kerberos 身份验证。

如果用户无法通过 Kerberos 方法成功登录，将尝试列表中的下一个身份验证方法。对于 Active Directory 密码

或 RSA SecurID 身份验证， 大的登录尝试失败次数为五次。用户尝试登录的失败次数达到五次之后，Workspace
将尝试使用列表中的下一个身份验证方法使用户登录。当所有身份验证方法都已用尽时，Workspace 会发出一

条错误消息。

第 4 章 配置 Workspace 用户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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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n 部署计划要与 Workspace 集成的身份验证系统。例如，如果您计划将 RSA SecurID 集成到 Workspace 部
署中，需验证网络上是否已安装并配置了 RSA SecurID。

n 按照自己的标准为计划在 Workspace 部署中使用的身份验证方法确定安全级别：从 1 级（安全性 低）到

5 级（安全性 高）。

步骤

1 登录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2 选择设置 > 身份验证方法。

3 编辑现有身份验证方法或添加新的身份验证方法。

选项 描述

编辑现有身份验证方法 单击编辑对现有身份验证方法进行配置。

添加新的身份验证方法 单击 + 添加身份验证方法添加新的身份验证方法。例如，当向部署中添加新
的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时。

 
4 编辑身份验证方法的设置。

表单项目 描述

名称 键入此身份提供程序实例的名称。

SAML 上下
文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适当的 SAML 上下文。

列表中包含当前按照 SAML 2.0 规范可支持的 SAML 身份验证上下文。

身份验证评
分

为默认访问策略集或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策略集创建访问策略时，需要配置 低身份验证评分。策
略要求用户使用具有指定身份验证评分或更高评分的身份验证方法进行身份验证以访问 Workspace（如
果是默认访问策略）或 Web 应用程序（如果是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策略）。

根据您为身份验证方法预先确定的安全级别，应用身份验证评分。

默认方法 要将身份验证方法设为默认方法，请选择默认方法。

默认方法选项与“SAML 上下文”选项相关。

以下示例演示了 Workspace 使用已被选中作为默认方法的身份验证方法的情形。

添加身份验证方法时，选择 SAML 上下文。此后，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所发送的 SAML 上下文与
您为该身份提供程序实例选择的 SAML 上下文不匹配，Workspace 无法识别所发送的 SAML 上下文。
Workspace 不会停止身份验证尝试，而是尝试使用已被选择作为默认方法的身份验证方法来验证用户的
身份。

5 单击保存。

下一步

n 将每种身份验证方法与相应的身份提供程序实例相关联。请参阅第 14 页，“添加和配置身份提供程序实

例”。

n 通过为每个访问策略设置相应的 低身份验证评分来将访问策略与身份验证方法相关联。

添加和配置身份提供程序实例
通过向 Workspace 部署中添加和配置身份提供程序实例，可以提供高可用性、支持其他用户身份验证方法，并

增加灵活性，可以根据用户 IP 地址范围管理用户身份验证过程。

将额外的身份提供程序实例添加到 Workspace 部署，以实现高可用性。

VMware Workspace Portal 管理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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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n 执行必要的规划。

n 确定将 Workspace 与 Active Directory 进行集成的 佳方式，以满足您组织的需求。您可以配置单域

或多域林。

n 确定能够满足您组织需求的身份验证类型。例如，您可以为组织内部用户配置 Kerberos 身份验证，为

组织外部用户配置 RSA SecurID 身份验证。通过对两种身份验证方法使用一个身份提供程序实例或对

每种身份验证方法使用单独的身份提供程序实例，即可设置此类型的配置。

n 在部署的概念证明阶段，使用单个 Active Directory 域部署 Workspace。

n 为您的 Workspace 部署准备额外的身份提供程序实例。

n 要添加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请执行以下任务。有关与配置 Workspace 使用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

实例相关的任务的完整列表，请参阅第 16 页，“将 Workspace 配置为使用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

例的概览”。

n 确认第三方实例兼容 SAML 2.0，并且 Workspace 能够访问这些实例。

n 确定 Workspace 从第三方实例获取元数据的方式，复制并保存第三方实例中的相应元数据信息，

以便在配置期间粘贴到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您从第三方实例获取的元数据信息可以是元数据

的 URL 或实际的元数据。

n 要使 Workspace 能够使用其他身份验证方法，请使用 管理控制台 配置其他身份验证方法。请参

阅第 13 页，“添加或编辑用户身份验证方法”。

n 使用 管理控制台 配置网络范围。请参阅第 12 页，“添加或编辑网络范围”

步骤

1 登录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2 选择设置 > 身份提供程序。

3 单击添加身份提供程序。此选项将提示您输入相关信息，以使 Workspace 能够注册现有第三方身份提供程

序实例。

4 编辑身份提供程序实例的设置。

表单项目 描述

类型 为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选择手动类型。

注意   不要选择“自动”，除非 VMware 技术支持人员指示您这样做。

提供程序
名称

键入此身份提供程序实例的名称。

描述 键入此身份提供程序实例的描述。

用户存储 “用户存储”文本框列出了 Workspace 部署中可用的用户存储。

选择所有要与此身份提供程序实例关联的用户存储。

身份验证
方法

“身份验证方法”文本框列出了 Workspace 部署中可用的用户身份验证方法。此列表包括默认身份验证方
法和先前添加的用于支持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的其他方法。其他身份验证方法的添加作为此任务的一项先
决条件进行说明。如果您要选择的身份验证方法未在此列表中，请按先决条件中所述添加此身份验证方法。

选择在与此身份提供程序实例关联的用户登录时，Workspace 所应用的身份验证方法。

注意   验证是否已启用并正确配置所选的身份验证方法。请参阅安装和配置 Workspace。

第 4 章 配置 Workspace 用户身份验证

VMware, Inc.  15



表单项目 描述

配置方式 仅在添加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并选择“手动”作为身份提供程序类型时，才提供“配置方式”选项。
请选择一种 URL 标识符方法。

n 选择“自动发现 URL”可使 Workspace 能够接收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的元数据来用于注册，在自
动发现文本框中键入元数据的 URL。

n 选择“元数据 XML”并从身份提供程序实例中复制 XML 元数据，然后将其粘贴到元数据 XML 文本框
中。

网络范围 “网络范围”文本框列出了 Workspace 部署中现有的网络范围。

根据用户 IP 地址，选择要定向到此身份提供程序实例进行身份验证的用户的网络范围。

5 单击保存。

6 如有必要，更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的顺序。

Workspace 将在身份提供程序实例列表中从上到下搜索 IP 地址。如果一个 IP 地址被分配给多个身份提供

程序实例，Workspace 将识别第一个实例，即列表中排位 高的身份提供程序实例。

a 单击编辑身份提供程序的顺序。

b 使用上下箭头将身份提供程序实例移至适当位置。

c 单击保存。

下一步

n 如果为多林环境配置 Workspace，通知各自域的 Workspace 用户，并向他们说明在登录时必须从下拉菜

单中选择一个域。告知他们可以选中记住此设置复选框，以免每次登录时重复提示。

n 如果已添加了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复制并保存配置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所需的 Workspace 信
息。请参阅第 17 页，“获取配置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所需的 Workspace SAML 信息”。

将 Workspace 配置为使用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的概览
要将 Workspace 配置为使用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必须在整个配置过程中执行几个特定步骤。

配置前

使用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添加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之前，请完成下列任务。

1 确认第三方实例兼容 SAML 2.0，并且 Workspace 能够访问这些实例。

2 确定 Workspace 从第三方实例获取元数据的方式，复制并保存第三方实例中的相应元数据信息，以便在配

置期间粘贴到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您从第三方实例获取的元数据信息可以是元数据的 URL 或实际的

元数据。

3 要使 Workspace 能够使用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所支持的身份验证方法，请使用管理控制台配置其他身份验

证方法。请参阅第 13 页，“添加或编辑用户身份验证方法”

4 通过选中默认方法复选框来编辑身份验证方法。此操作允许 Workspace 在第三方身份验证方法出现问题时

使用该身份验证方法。请参阅第 13 页，“添加或编辑用户身份验证方法”。

配置

添加身份提供程序实例时，请执行下列特定于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的步骤。请参阅第 14 页，“添加和配置身份

提供程序实例”。

1 在管理控制台“设置”>“身份提供程序”页面上，单击 + 添加身份提供程序按钮，并从类型下拉菜单选择

手动。

2 选择打算与 Workspace 配合使用的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所支持的身份验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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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配置方式选项选择如何将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的元数据传输到 Workspace，是使用元数据的 URL
还是通过复制和粘贴元数据的方式。

配置后

收集 Workspace SAML 信息并将其应用于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请参阅第 17 页，“获取配置第三方身

份提供程序实例所需的 Workspace SAML 信息”。

1 使用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收集配置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所需的 SAML 信息。

2 应用从 Workspace 所收集的 SAML 信息以配置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

获取配置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所需的 Workspace SAML 信息

Workspace 与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集成时，在对 Workspace 端执行配置之后，您必须复制并准备对第三

方身份提供程序端执行配置所需的 SAML 证书信息。

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选择设置 > SAML 证书

3 复制并保存 Workspace 中显示的 SAML 签名证书。

a 复制“签名证书”部分中的证书信息。

b 将此证书信息保存到一个文本文件中，供以后在配置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时使用。

4 将 SAML SP 元数据提供给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

a 在“下载 SAML 证书”页面上，单击服务提供程序(SP)元数据。

b 使用 适合组织的方法复制并保存显示的信息。

以后配置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时将需要使用此复制的信息。

方法 描述

复制页面的 URL 复制并保存服务提供程序 (SP) 元数据页面的 URL。

复制页面上的 XML 复制页面的内容并将其保存到文本文件中。
 

5 确定从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到 Workspace 的用户映射。

配置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时，在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中编辑 SAML 断言以映射 Workspace 用户。

NameID 格式 用户映射

urn:oasis:names:tc:SAML:
2.0:nameid-format:emailAddress

将 SAML 断言中的 NameID 值映射到 Workspace 中的电子邮件地址属性。

urn:oasis:names:tc:SAML:
2.0nameid-format:unspecified

将 SAML 断言中的 NameID 值映射到 Workspace 中的用户名属性。

 

下一步

根据需要，应用在此任务中复制的信息来配置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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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默认访问策略集
Workspace 包括一个默认访问策略集，此策略集控制用户对 Workspace 应用程序门户的访问权限。您可以根

据需要编辑策略集以更改策略。

默认访问策略集中的每个策略都要求满足一组标准，Workspace 才会允许访问应用程序门户。请参阅第 19
页，第 5 章“管理访问策略集”。

以下访问策略集示例说明了如何通过配置默认访问策略集来控制对 Workspace 应用程序门户的访问权限。请参

阅第 21 页，“编辑访问策略集”了解相关说明。

默认访问策略集示例

此示例说明如何编辑默认访问策略集。

策略名称 网络 低身份验证评分 TTL（小时）

内部 内部范围 1 8

外部 所有范围 3 4

策略将按照上述顺序接受评估。您可以上下拖动策略集中的策略来更改评估的优先级。

上述示例策略集适用于以下使用案例。

默认访问策略，浏览器使用案例

1 n 内部。要从内部（内部范围）网络访问 Workspace，Workspace 向用户显示 Active Directory 密码身

份验证方法。要确保 Workspace 尝试首先使用 Kerberos 身份验证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使 Kerberos
方法的身份验证评分高于密码方法的身份验证评分，并在“身份验证方法”页面上将 Kerberos 置于列

表的顶端。还要为内部用户分配网络范围。用户使用浏览器进行登录，现在在八小时的会话时间内有
权访问用户门户。

n 外部。要从外部（所有范围）网络访问 Workspace，用户需要使用 SecurID 进行登录，对于本示例来

说，身份验证评分为 3。用户使用浏览器进行登录，此后在四小时的会话时间内有权访问应用程序门户。

2 当用户尝试访问某资源时（由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策略集控制的 Web 应用程序除外），将应用默认门

户访问策略集。

例如，此类资源的生存期 (TTL) 将与默认门户访问策略集的生存期一致。如果根据默认门户访问策略集，

登录到应用程序门户的用户的 TTL 为 8 小时，则当用户在 TTL 会话期间尝试启动某个资源时，该应用程

序将启动而无需用户重新进行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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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访问策略集 5
您可以通过配置默认访问策略集指定用户要访问其 Workspace App Portal 而必须满足的条件。还可以通过创

建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策略集，指定用户要启动指定的 Web 应用程序而必须满足的条件。

要应用某个访问策略，应将该策略创建为访问策略集的一部分。访问策略集中的每个策略均可以指定以下信息。

n 用户可以从中登录的位置，例如企业网络内部或外部。

n 低身份验证评分，用于定义此策略所允许的身份验证方法。

n 为用户提供的访问时间（单位为小时）。

注意   Workspace 访问策略不会控制 Web 应用程序会话的持续时长。它们可以控制用户必须启动 Web 应用程

序的时间长度。

Workspace 有一个默认访问策略集，您可以对其进行编辑。此访问策略集从总体上控制对于 Workspace 的访

问权限。请参阅第 18 页，“编辑默认访问策略集”。要控制对特定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权限，您可以创建额

外的访问策略集。如果您不对 Web 应用程序应用访问策略集，将应用默认的访问策略集。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19 页，“访问策略设置概览”

n 第 20 页，“管理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策略集”

n 第 21 页，“编辑访问策略集”

n 第 22 页，“添加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策略集”

n 第 23 页，“应用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策略集”

访问策略设置概览
访问策略集包含一个或多个访问策略。每个访问策略均包含可配置为管理用户对整个 Workspace App Portal 或
对指定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权限的设置。

每个访问策略都将一个网络范围与一个 低身份验证评分相连。用户从已应用策略的指定网络范围内的 IP 地址

登录时，会看到一种等于或高于该策略 低身份验证评分的身份验证方法。Workspace 部署中的每个身份提供

程序实例还将网络范围与身份验证方法相连。当您配置访问策略时，请确保创建的网络范围与身份验证评分配
对位于现有身份提供程序实例的覆盖范围内。

创建访问策略时，您可以配置以下设置。

网络

对于每个访问策略，您通过指定网络范围来确定用户群。网络范围由一个或多个 IP 范围组成。先从管理控制台

中的“网络范围”页面创建网络范围，然后再配置访问策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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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身份验证评分

配置访问策略集之前在管理控制台中配置“身份验证方法”页面时，为每个身份验证方法分配一个身份验证评分。

Workspace 默认支持 Active Directory 密码、Kerberos 和 RSA SecurID 身份验证方法。当您将第三方身份提

供程序实例集成到 Workspace 部署中时，Workspace 可以将支持扩展到该第三方身份提供程序支持的额外的

身份验证方法。

当用户登录到 Workspace 时，Workspace 会记录身份验证时间和用于身份验证的方法。

用户随后尝试访问已分配了访问策略集的 Web 应用程序时，Workspace 会比较用户当前的身份验证评分和访

问 Web 应用程序所需的身份验证评分。如果用户当前的身份验证评分低于所请求的应用程序所需的 低身份

验证评分，Workspace 会将用户重定向到提供更强身份验证的身份提供程序实例。如果用户的当前身份验证评

分等于或高于所请求应用程序需要的 低身份验证评分，Workspace 则在验证生存期值之后启动该应用程序。

请参阅后面的生存期解释。在下列条件下，Workspace 将拒绝访问应用程序门户或启动 Web 应用程序的请求。

n 没有为请求定义任何策略。

n 没有为 低身份验证评分定义任何用于身份验证的身份提供程序实例。

n 用户使用所有身份验证方法进行身份验证均失败。

生存期

对于每个访问策略，您会分配一个生存期 (TTL) 值。TTL 值决定了用户自其上一次身份验证事件以后，在访问

Workspace 或启动特定 Web 应用程序前可以等待的 长时间。例如，如果 Web 应用程序策略中的 TTL 值为

4，则表示用户将有 4 个小时可以启动 Web 应用程序，除非他们启动的另一个身份验证事件延长了 TTL 值。

管理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策略集
您可以创建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策略。例如，您可以针对某个 Web 应用程序创建一个访问策略集，指

定哪些 IP 地址有权访问该应用程序，使用哪些身份验证方法进行访问，以及多久后需要重新进行身份验证。

注意   好将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策略的 低身份验证评分配置为等于或高于默认访问策略集中具有对应网

络范围的策略的 低身份验证评分。

以下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策略集示例说明了如何通过创建策略集来控制对特定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

请参阅第 19 页，第 5 章“管理访问策略集”。

示例 1 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策略集

此示例说明了一个您可能会创建并应用于敏感类应用程序的策略集。

策略名称 网络 低身份验证评分 TTL（小时）

内部 内部范围 1 8

外部 所有范围 3 4

策略将按照上述顺序接受评估。您可以上下拖动策略集中的策略来更改评估的优先级。

上述示例策略集适用于以下使用案例。

严格型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策略集，浏览器使用案例

1 要从企业网络外部访问 Workspace，用户需要使用 RSA SecurID 进行登录，在本示例中的 低身份验证评

分为 3。请参见第 18 页，“编辑默认访问策略集”中的外部策略示例。用户使用浏览器进行登录，根据默

认的访问策略集，用户现在在四小时的会话时间内有权访问应用程序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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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个小时后，用户尝试启动某个应用了示例 1 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策略集的 Web 应用程序。

3 Workspace 将检查示例 1 策略集中的策略，并应用具有“所有范围”网络范围的外部策略，这是因为用户

请求是来自 Web 浏览器，并且来自“所有范围”的网络范围。

用户以 低身份验证评分 3 登录，这对于启动敏感类应用程序而言是一个适当的身份验证评分，但是策略

的 TTL 刚好过期。因此用户将被重定向，以重新进行身份验证。重新验证身份后，用户将获得另一个四小

时的会话，并将能够启动应用程序。在接下来的四个小时内，用户可以继续启动应用程序而无需重新进行
身份验证。

示例 2 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策略集

此示例说明了一个您可能会创建并应用于特别敏感类应用程序的策略集。

策略名称 网络 低身份验证评分 TTL（小时）

ExtraSensitive 所有范围 级别 3 1

上述示例策略集适用于以下使用案例。

格外严格型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策略集使用案例

1 用户使用密码身份验证方法从企业网络内部登录，在本示例中为级别 1。请参见第 18 页，“编辑默认访问

策略集”中的内部策略示例。

现在，用户在八个小时内有权访问应用程序门户。

2 用户随即尝试启动某个应用了示例 2 策略集的 Web 应用程序，该策略集要求进行级别 3 或更高级别的身

份验证

3 用户将被重定向到提供级别 3 或更高级别身份验证强度的身份提供程序，要求使用 RSA SecurID 身份验证。

4 用户成功登录后，Workspace 将启动应用程序并保存身份验证事件。

按照策略规定，在不超过 1 小时的时间内，用户可以继续启动此应用程序，但 1 小时之后，将要求用户重

新进行身份验证，除非用户在启动后 1 小时内启动了级别 3 或更高级别的身份验证事件。

编辑访问策略集
您可以编辑默认访问策略集，这是一个预先存在的策略集，对用户对 Workspace 的访问进行整体控制，您也可

以编辑先前手动创建的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策略集。

您可以随时移除整个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策略集。默认访问策略集是永久性的。您可以对其进行编辑，

但无法将其移除。

您可以对现有的策略集进行以下编辑，无论是默认访问策略集还是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策略集：从策

略集中移除现有策略、编辑策略集中的现有策略或将新策略添加到策略集。有关访问策略集的概览，请参阅第 19
页，第 5 章“管理访问策略集”。

有关策略集的信息和示例，请参阅相应的主题。

n 第 18 页，“编辑默认访问策略集”.

n 第 20 页，“管理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策略集”.

前提条件

n 为您的部署配置相应的身份提供程序。请参阅第 14 页，“添加和配置身份提供程序实例”。

n 为您的 Workspace 部署配置相应的网络范围。请参阅第 12 页，“添加或编辑网络范围”。

n 为您的部署配置相应的身份验证方法。请参阅第 13 页，“添加或编辑用户身份验证方法”。

第 5 章 管理访问策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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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登录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2 选择策略 > 访问策略集。

3 （可选） 要永久删除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策略集，针对此策略集单击移除。

移除选项不适用于默认访问策略集。无法删除默认访问策略集。

4 针对要配置的现有策略集单击编辑。

5 （可选） 如果适用，在相应的文本框中更改策略集名称和描述。

注意   Workspace 在“策略集名称”和“描述”文本框中用英语显示文本。您可以编辑此文本，包括将文

本更改为其他语言。

6 （可选） 如果适用，编辑现有策略、移除现有策略或添加新策略。

好将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策略的 低身份验证评分配置为等于或高于默认访问策略集中具有对应网

络范围的策略的 低身份验证评分。

选项 描述

编辑现有策略 a 单击要配置的策略的名称。

b 酌情更改策略设置。

c 单击应用。

移除现有策略 a 单击要移除的策略的名称。

b 单击移除。

添加新策略 a 单击 + 访问策略添加新策略。

b 酌情配置策略设置。

c 单击添加。
 

7 单击保存。

编辑后的访问策略集将立即生效。

下一步

如果策略集是尚未应用的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策略集，则将此策略集应用到一个或多个 Web 应用程序。

添加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策略集
您可以创建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策略集来管理用户对特定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

有关访问策略集的概览，请参阅第 19 页，第 5 章“管理访问策略集”。有关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策略

集的信息和示例，请参阅第 20 页，“管理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策略集”。

前提条件

n 为您的部署配置相应的身份提供程序。请参阅第 14 页，“添加和配置身份提供程序实例”。

n 为您的 Workspace 部署配置相应的网络范围。请参阅第 12 页，“添加或编辑网络范围”。

n 为您的部署配置相应的身份验证方法。请参阅第 13 页，“添加或编辑用户身份验证方法”。

n 尤其在 初配置 Workspace 时，如果您计划编辑默认门户访问策略集（对用户对 Workspace 的访问进行

整体控制），请在创建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策略集之前对其进行配置。

步骤

1 登录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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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策略 > 访问策略集。

3 单击 + 访问策略集添加新策略集。

4 在相应的文本框中添加策略集名称和描述。

5 单击 + 访问策略添加第一个策略。

6 酌情配置策略设置。

注意   好将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策略的 低身份验证评分配置为等于或高于默认访问策略集中具有对

应网络范围的策略的 低身份验证评分。

7 单击添加。

8 （可选） 重复上述步骤来添加策略，直到策略集满足组织的需要为止。

9 单击保存以保存策略集。

下一步

将策略集应用到一个或多个 Web 应用程序。

应用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策略集
在创建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策略集之后，您可以将该策略集应用于特定的 Web 应用程序，以控制用户

对这些应用程序的访问权限。

Workspace 将默认访问策略集应用于所有新的 Web 应用程序。您必须将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策略集应用于

Web 应用程序以覆盖默认访问策略集。

前提条件

如果尚未创建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策略集，应创建一个来控制用户对特定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权限。

请参阅第 22 页，“添加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策略集”

步骤

1 单击目录选项卡。

2 单击任意应用程序类型 > Web 应用程序。

3 单击要对其应用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策略集的 Web 应用程序。

此时将显示 Web 应用程序的信息页面，并且默认会选中授权选项卡。

4 单击访问策略。

5 从“访问策略集”下拉菜单中，选择要应用于该应用程序的特定于 Web 应用程序的访问策略集。

6 单击保存。

现在，访问策略集将控制用户对该应用程序的访问权限。

第 5 章 管理访问策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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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用户和组 6
您可以管理和监控用户和组，其中包括从 Active Directory 导入的用户和组、来宾用户和 Workspace 组。

在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中，“用户和组”页面提供一个以用户和组为中心的 Workspace 视图。例如，在某

个用户的“授权”页面中，您可以授权该用户访问某一资源；在某个组的“授权”页面中，您可以授权该组访
问某一资源。或者，您也可以在“目录”页面中查看以资源为中心的 Workspace 视图。例如，在某一资源的

“授权”页面中，您可以将该资源授权给用户或组。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25 页，“Workspace 用户和组类型”

n 第 26 页，“管理 Workspace 组”

n 第 28 页，“管理 Workspace 用户”

n 第 30 页，“更改从 Active Directory 同步的组和用户”

Workspace 用户和组类型
使用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您可以管理用户、来宾用户和组。

用户

Workspace 用户是从 Active Directory 中导入的用户。Workspace 用户群根据目录服务器的同步计划进行更新。

组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中可以显示的组类型是从目录服务器导入的组和 Workspace 组（即您使用 Workspace
自己创建的组）。

组类型 描述

目录服务器组 可使用“Connector 服务管理员 目录同步”、“选择组”页面将组从 Active Directory 导入到 Workspace
中。在管理控制台中，组名称旁边的锁定图标表明该组为目录服务器组。您不能使用 Workspace 编辑或删
除目录服务器组。导入的目录服务器组在 Workspace 中根据目录服务器的同步计划进行更新。

Workspace 组 您使用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创建 Workspace 组，这些组经过自定义可 适合您企业内部的 Workspace
使用。您可以通过添加一组用户和组来创建 Workspace 组。添加的组可以是之前已存在的 Workspace 组，
也可以是从目录服务器导入的组。在管理控制台中，组名称旁边的复选框表明该组为 Workspace 组。您可
以使用 Workspace 删除 Workspace 组或修改组中的用户。

您可以指定组成员有权访问和使用的资源。除了定义每个单独用户的授权外，还可以给组授权来授权一组用户。
一个用户可以属于多个组。例如，如果您创建了 Sales 组和 Management 组，销售经理则可以属于这两个组。

您可以指定将哪些移动策略设置应用于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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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Workspace 组
在 Workspace 中，您仅可针对 Workspace 组执行创建组、修改组的成员身份和删除组的任务。您可以对

Workspace 组和 Active Directory 组执行将组授权到资源的任务。

步骤

n 要创建 Workspace 组，请选择用户和组 > 组，单击创建组，然后提供组的名称和描述。

n 要删除一个或多个 Workspace 组，请选择用户和组 > 组，选中与要删除的 Workspace 组对应的复选框，

然后单击删除组。

您仅能删除 Workspace 组。Active Directory 组名称旁边会显示一个锁定图标，表示该组是 Active Directory
组，您不能使用 Workspace 进行编辑或删除。

修改 Workspace 组成员身份

您可以修改 Workspace 组成员身份。

使用组可同时授权多个用户使用同一资源，无需为每个用户单独授权。

可通过组规则来定义哪些用户是某个特定 Workspace 组的成员。一个用户可以属于多个组。例如，如果您创建

了销售组和管理组，销售经理则可以同时成为这两个组的成员。

步骤

1 登录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2 选择用户和组 > 组。

n 组名称旁边的复选框表明该组为 Workspace 组。

n 组名称旁边的锁图标表明该组是一个目录服务器组。您可在目录服务器中直接管理目录服务器组。您
无法使用 Workspace 定义目录服务器组的成员身份。

3 单击要修改其成员身份的 Workspace 组的名称。

4 单击此组中的用户选项卡。

系统会显示组的当前用户成员列表。

5 单击修改此组中的用户。

6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选项 操作

以下任何 只要满足组成员身份的任一条件，就会授予组成员身份。该选项的工作方式
类似于 OR 条件。例如，如果针对规则“Group Is Sales”和“Group Is
Marketing”选择以下任何，则会授予销售和营销人员该组的成员身份。

以下所有 只有满足组成员身份的所有条件，才会授予组成员身份。其工作方式类似于
AND 条件。例如，如果针对规则“Group Is Sales”和“Email Starts With
'western_region'”选择以下所有，则只有西部地区的销售人员才会被授予成
员身份。其他地区的销售人员不会被授予成员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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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为您的 Workspace 组配置一个或多个规则。

规则可以嵌套。

选项 操作

组 n 选择是可将一个组关联到此 Workspace 组。在文本框中键入组名。在键
入时会出现组名列表。

n 选择不是可将一个组从此 Workspace 组中排除。在文本框中键入组名。
在键入时会出现组名列表。

属性规则 下述规则适用于所有属性，包括默认属性和贵企业配置的任何其他自定义属
性。例如属性可以是电子邮件和电话。

注意   规则不区分大小写。

n 选择匹配为与输入的标准完全匹配的目录服务器条目授予组成员身份。
例如，组织可能设立了一个共用一个电话主机号码的差旅部门。如果要
授权共用该电话号码的所有员工访问旅行预订应用程序，则可以创建规
则，如“Phone Matches (555) 555-1000”。

n 选择不匹配为除了与输入标准匹配的条目之外的所有目录服务器条目授
予组成员身份。例如，如果您的一个部门共用一个主机号码，要禁止该
部门访问社交网络应用程序，您可以创建规则，如“Phone Does Not
Match (555) 555-2000”。使用其他电话号码的目录服务器条目则可以访
问该应用程序。

n 选择开头是为开头符合输入标准的目录服务器条目授予组成员身份。例
如，组织的电子邮件可能以部门名开头，如
sales_username@example.com。如果要向每一位销售人员授予应用程序
的访问权，则可以创建规则，如“Email Starts With sales_”。

n 选择开头不是为除了开头是输入标准的条目之外的所有目录服务器条目
授予组成员身份。例如，如果人力资源部门的电子邮件地址采用
hr_username@example.com 格式，要拒绝此部门人员对应用程序的访
问，您可以设置规则，例如“Email Does Not Start With hr_”。使用其
他电子邮件地址的目录服务器条目则可以访问该应用程序。

以下任何 在此规则下，只要满足组成员身份的任何条件，就会授予组成员身份。通过
这种方法可以嵌套规则。例如，您可以创建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规则：Group
Is Sales; Group is California.对于“Group is California”要求符合下述条件
之一：Phone Starts With 415; Phone Starts With 510.该组员必须属于加利福
尼亚销售人员，并且电话号码以 415 或 510 开头。

以下所有 此规则要求必须满足所有条件。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嵌套规则。例如，您可以
创建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规则：Group Is Managers; Group is Customer
Service.对于“组是客户服务”要求符合下述所有条件：Email Starts With cs_;
Phone Starts With 555.组成员可以是经理或客户服务代表，但客户服务代表
的邮箱必须以 cs_ 开头，且电话要以 555 开头。

 
8 （可选） 通过选中相应的复选框并键入用户名，指定要添加到此 Workspace 组或从该组中排除的用户。

9 单击下一步，然后单击保存。

Workspace 组信息

可使用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查看某个组的详细信息，如该组的授权资源、成员身份及其应用的移动策略集。

步骤

1 登录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用户和组 > 组。

页面中显示了您的 Workspace 部署中所有组的列表以及有关每个组的某些概括信息。

n 组名称旁边的复选框表明该组为 Workspace 组。您需要在 Workspace 中定义和管理 Workspace 组。

n 组名称旁边的锁图标表明该组是一个目录服务器组。您需要在贵组织的目录服务器中管理目录服务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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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该页面将显示以下关于每个组的信息。

信息类型 描述

用户数量 组中的成员数量。

应用程序数量 授权给整个组的资源数量。

用户存储 与 Active Directory 组关联的用户存储。除非在多林 Active Directory 环境中部署 Workspace，
否则部署将具有名一个为“默认”的用户存储。

3 单击组的名称。

将在页面顶部显示组的详细信息页面，其中包括组名称。

4 单击与要查看信息对应的选项卡。

选项 描述

授权 显示组的“授权”页面。在此页面中，您可以：

n 查看授权给组用户的资源列表。

n 单击添加授权以授权组用户使用目录中的各项可用资源。

n 单击列出的某项授权资源的名称以显示该资源的“编辑”页面。

n 对于具有编辑按钮的资源类型，您可以单击此按钮授权或取消授权组用
户使用该类型的资源，或者自定义各授权资源的选项。在“授权”页面
下，您可以进行以下更改：

n 对于 Web 应用程序，单击编辑可更改组对 Web 应用程序享有的授权
或组的授权 Web 应用程序的部署类型。选择自动可在用户门户中默
认显示该 Web 应用程序。选择用户激活可允许用户将其可用的 App
Center 应用程序集合中的 Web 应用程序添加到该用户的“我的应用
程序”区域。

n 对于 View 桌面池和应用程序池，您可以查看组对与 Workspace 系
统集成的 View 池的现有授权。对 View 桌面池和应用程序池的授权
在与 Workspace 系统集成的 View 连接服务器实例中配置。您无法
使用组的“授权”页面更改对 View 池的授权。

n 对于 ThinApp 软件包，单击编辑更改组对 ThinApp 软件包享有的授
权或组的授权 ThinApp 软件包的部署类型。选择自动可在用户门户
的“我的应用程序”区域默认显示该 ThinApp 软件包。选择用户激
活将允许用户手动将 ThinApp 软件包从“应用程序目录”添加到其
“我的应用程序”区域。

n 对于 Citrix 发布的应用程序，您可以查看组对与 Workspace 系统集
成的基于 Citrix 的应用程序的现有授权。对基于 Citrix 的应用程序的
授权在与 Workspace 系统集成的 Citrix 部署中配置。您无法使用组
的“授权”页面更改对基于 Citrix 的应用程序的授权。

n 对于具有取消授权按钮的资源类型，您可以单击此按钮来移除组对该特
定资源的访问权限。

注意   “置备状态”列未使用。默认情况下，对于此页面表中已填入条目的
行，“置备状态”栏显示“未启用”，您无法更改此值。

此组中的用户 显示此组的成员身份页面。在此页面中，您可以：

n 查看隶属于该组的用户的名单。

n 单击某个用户的名称可显示该用户的详细信息页面。

n 单击修改此组中的用户可查看和配置 定义 Workspace 组成员身份的规
则。修改此组中的用户选项可用于 Workspace 组，但不能用于目录服务
器组。

 

管理 Workspace 用户
您可以使用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管理从 Active Directory 导入的用户。

Workspace 中的用户管理包括多项任务，如授权用户使用资源、将用户添加到适当的 Workspace 组，以及管

理用户置备的工作区的状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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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pace 用户信息

您可以查看用户的详细信息，如用户的授权资源、组关联以及使用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置备的桌面系统和移

动设备。

用户属性属于您可以查看的用户信息，如数据节点主机名属性，以及在同步过程已配置的 Workspace 从目录服

务器检索的附加属性。查看单个用户的附加目录服务器属性的作用取决于您在部署中如何使用此类属性。您可
以通过以下方式使用这些附加属性：

n 修改 Workspace 组的成员身份。例如，如果您使用 Active Directory 中的管理器属性，您可以将管理器属

性映射到 Workspace。您可以创建这样一个组，其组规则将成员身份限制为在其 Workspace 用户记录中

具有管理器属性的用户。

n 通过特定属性要求允许用户访问 Web 应用。例如，金融类应用程序可以限制为仅有 Workspace 用户记录

中具有员工 ID 属性的用户可以访问。

步骤

1 登录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2 选择用户和组 > 用户。

该页面显示了全部 Workspace 用户的列表。

3 单击某个用户名。

将显示用户的详细信息页面。用户的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和角色将在页面顶部列出。

4 （可选） 单击所显示角色的名称、用户或管理员，即可更改用户角色。

您可以将用户升级为管理员角色，从而允许他们访问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获得管理员角色的个人仍然

可以作为用户通过 Web 访问其应用程序门户。用于访问 管理控制台 的 URL 与访问应用程序门户的 URL
不同。

请将下列 URL 中的 WorkspaceFQDN 占位符替换为实际值。

Web 界面 所需角色 URL 示例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管理员 https://WorkspaceFQDN/admin

Workspace App Portal 用户 https://WorkspaceFQDN/web

5 （可选） 单击显示附加属性查看分配给用户的附加属性，如目录服务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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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与要查看信息对应的选项卡。

选项 描述

授权 此时将显示用户的授权页面。在此页面中，您可以：

n 查看授权给用户的资源列表。

n 单击添加授权授权用户使用目录中的可用资源。

n 单击列出的某项授权资源的名称以显示该资源的“编辑”页面。

n 对于具有编辑按钮的资源类型，您可以单击此按钮授权或取消授权组用
户使用该类型的资源，或者自定义各授权资源的选项。在“授权”页面
下，您可以进行以下更改：

n 对于 Web 应用程序，单击编辑可更改用户对 Web 应用程序享有的授
权或每个用户授权 Web 应用程序的部署类型。选择自动可在用户门
户中默认显示该 Web 应用程序。选择用户激活可允许用户将其可用
的 App Center 应用程序集合中的 Web 应用程序添加到该用户的“我
的应用程序”区域。

n 对于 View 桌面池和应用程序池，您可以查看用户对与 Workspace 系
统集成的 View 池的现有授权。对 View 桌面池和应用程序池的授权
在与 Workspace 系统集成的 View 连接服务器实例中配置。您无法
使用用户的“授权”页面更改对 View 池的授权。

n 对于 ThinApp 软件包，单击编辑更改用户对 ThinApp 软件包享有的
授权或用户的授权 ThinApp 软件包的部署类型。选择自动可在用户
门户的“我的应用程序”区域默认显示该 ThinApp 软件包。选择用
户激活将允许用户手动将 ThinApp 软件包从“应用程序目录”添加
到“我的应用程序”区域。

n 对于 Citrix 发布的应用程序，您可以查看用户对与 Workspace 系统
集成的基于 Citrix 的应用程序的现有授权。对基于 Citrix 的应用程序
的授权在与 Workspace 系统集成的 Citrix 部署中配置。您无法使用
用户的“授权”页面更改对基于 Citrix 的应用程序的授权。

n 对于具有取消授权按钮的资源类型，您可以单击此按钮来移除用户对使
用该资源的访问权限。

注意   “置备状态”列未使用。默认情况下，对于此页面表中已填入条目的
行，“置备状态”栏显示“未启用”，您无法更改此值。

组关联 此时将显示用户所在组的列表。每个组名称代表用户作为成员所属的一个组。
您可以单击组的名称显示该组的详细信息页面。

工作区 此时将显示用户的工作区页面。在此页面中，您可以查看已置备到用户桌面
系统中的桌面工作区，包括工作区的当前状态。

n 对于桌面系统，您可以单击删除从 Workspace 中移除对应的系统。对于
已丢失、被盗或不再使用的系统，您 好将其从 Workspace 中移除。

 

更改从 Active Directory 同步的组和用户
在 Workspace 设置期间，您输入了要连接到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的信息；选择了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属

性和筛选器以便指定要在“Workspace 目录”中同步哪些用户，以及选择了要添加的 Active Directory 组。您

可以通过“目录同步”页面的 Connector 服务管理员 更改以上设置。

在下一次目录同步后，这些页面上保存的所做更改会在 Workspace 中自动更新。请参阅第 31 页，“更改为

Workspace 选择用户的设置”

更改“映射用户属性”页面

“映射用户属性”页面显示了 Active Directory 中的属性和 Workspace 中的属性之间的映射。如果要包括 Active
Directory 中有关用户的其他信息，您可以将用户属性添加到“映射用户属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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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用户属性”页面中映射的默认用户属性之一是用于禁用帐户的属性。UserAccountControl 属性已映射到

Workspace 的已禁用属性。当 Active Directory UserAccountControl 属性标记为 UF_Account_Disable 时，会

在 Workspace 目录中禁用用户。

当帐户处于禁用状态时，用户无法登录以访问其应用程序和资源。用户有权使用的资源未从帐户中移除，以便
从帐户中移除该标记时，用户可以登录并访问其授权的资源

更改为 Workspace 选择用户的设置

在 Workspace 设置期间，指定 Active Directory、用户属性和筛选器，以便选择您希望使用 Workspace 的
Active Directory 用户。您可以使用 Connector 服务管理员 页面更新这些设置。

前提条件

验证您是否有所需更改的相关信息，例如新的基本 DN、要加入的用户属性、要加入的组。

步骤

1 使用 Workspace 管理员密码登录 Connector 服务管理员。

2 执行相应的操作。

选项 操作

更改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信息，例
如服务器主机、端口、基本 DN、绑定
DN、绑定密码等。

a 单击目录。

b 进行所需更改。

c 单击保存。

更改 Workspace 用户属性到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属性的映射。

a 单击映射用户属性。

b 进行所需更改。

c 单击保存。

创建筛选器以排除同步到 Workspace
的特定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并更新
已同步到 Workspace 的 Active
Directory 组。

a 单击目录同步。

b 单击编辑目录同步规则。

c 根据需要在“选择用户”页面上进行更改，然后单击保存。

d 根据需要在“选择组”页面上进行更改，然后单击保存。

e 单击推送到 Workspace。
f 单击保存并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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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Workspace 目录 7
Workspace 目录是包含可授权给用户的所有资源的存储库。目录中特定类型资源的可用性由 Workspace 中启

用的模块控制。

要显示您的目录，请单击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中的目录选项卡。在“目录”页面上，可执行以下任务：

n 将新资源添加到目录。

n 查看当前可授权给用户的资源。

n 访问目录中有关各项资源的信息。

根据资源的类型，某些资源可直接通过“目录”页面添加到目录中。其他类型的资源则需要您在 管理控制台 以
外进行添加。有关设置资源的信息，请参阅。

资源 如何看到目录中的资源

Web 应用程序 启用 Web 应用程序模块。使用 管理控制台 在“目录”页面上选择 Web 应用程序应用程序类型。

捕获为 ThinApp 软件包
的虚拟化 Windows 应用
程序

将 ThinApp 软件包从 Connector 服务管理员“打包的应用程序 - ThinApp”页面同步到您的目录
中。使用 管理控制台 在“目录”页面上选择 ThinApp 软件包应用程序类型。

View 桌面池 将 View 池从 Connector 服务管理员“View 池”页面同步到您的目录中。使用 管理控制台 在“目
录”页面上选择 View 桌面池应用程序类型。

View 托管应用程序 将 View 托管应用程序从 Connector 服务管理员“View 池”页面同步到您的目录中。使用 管理控
制台 在“目录”页面上选择 View 托管应用程序作为应用程序类型。

基于 Citrix 的应用程序 将基于 Citrix 的应用程序从 Connector 服务管理员“已发布的应用程序 - Citrix”页面同步到您的
目录中。使用 管理控制台 在“目录”页面上选择 Citrix 发布的应用程序应用程序类型。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33 页，“Workspace 资源类型概述”

n 第 35 页，“资源类别使用概览”

n 第 36 页，“访问 Workspace 资源”

n 第 37 页，“向目录添加资源”

Workspace 资源类型概述
您可以在目录中定义的用于授权和分发给用户的资源类型包括 Web 应用程序、捕获为 VMware ThinApp 软件

包的 Windows 应用程序、基于 Citrix 的应用程序、VMware View 桌面池以及 View 托管应用程序。

要将某个特定资源授权给用户，必须先将该资源填充到目录中。向目录填充资源所使用的方法取决于该资源的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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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些资源的信息、要求、安装和配置，请参阅。

Web 应用程序

您可以直接在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的“目录”页面中为目录填充 Web 应用程序。单击“目录”页面中显示

的 Web 应用程序时，即会显示有关该应用程序的信息。在显示的页面中，您可以配置 Web 应用程序，例如，

提供相应的 SAML 属性以在 Workspace 与目标 Web 应用程序之间配置单点登录。配置 Web 应用程序后，可

以授权用户和组使用该 Web 应用程序。请参阅第 37 页，“向目录添加资源”。

ThinApp 软件包

您可以通过执行以下任务为目录填充捕获为 ThinApp 软件包的 Windows 应用程序。

1 如果要提供给用户访问的 ThinApp 软件包尚不存在，请创建与 Workspace 兼容的 ThinApp 软件包。请

参阅 VMware ThinApp 文档。

2 创建网络共享并使用兼容的 ThinApp 软件包填充该网络共享。

3 配置 Workspace，与网络共享中的软件包进行集成。

执行这些任务后，虚拟化的 Windows 应用程序，即您添加到网络共享的 ThinApp 软件包，便会成为目录中的

可用资源。然后您可以授权用户访问这些资源。

要启动和运行由 Workspace 分发和管理的 ThinApp 软件包，用户必须在其 Windows 系统中安装适用于

Windows 的 Workspace。

Citrix 发布的应用程序

您可以通过执行以下任务为目录填充基于 Citrix 的应用程序。

1 如果尚未部署 Citrix 服务器，请进行部署，其中包括授权用户使用基于 Citrix 的应用程序。请参阅相应的

Citrix 文档。

2 将 Workspace 部署与 Citrix 服务器进行集成。

执行这些任务后，您通过 Citrix 服务器授权给用户的基于 Citrix 的应用程序便会成为目录中的可用资源。

View 桌面池

您可以通过执行以下任务为目录填充 View 桌面池以及相应的 View 桌面。

1 如果尚未部署 View 桌面池，请在 VMware View 中进行部署，其中包括授权用户访问桌面。请参阅 VMware
View 文档。

2 将 Workspace 部署与 VMware View 集成。

执行这些任务后，您通过 VMware View 授权用户访问的 View 桌面便会成为目录中的可用资源。

View 托管应用程序

您可以通过执行以下任务为目录填充 View 应用程序池。

1 确保在 View 中将应用程序池部署为远程桌面服务。请参阅 View 文档。

2 将 Workspace 部署与 View 集成。

执行这些任务后，您通过 View 授权用户访问的托管应用程序池便会成为目录中的可用资源。

VMware Workspace Portal 管理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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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类别使用概览
搜索目录资源的默认方法是按资源类型进行搜索。还可以按类别搜索。

要启用按类别搜索 Workspace 目录资源，创建类别并将它们应用到资源

创建资源类别

您可以创建一个 Workspace 资源类别但不立即应用，也可以在创建类别的同时即应用此类别。

步骤

1 登录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目录选项卡。

3 单击一个或多个资源的复选框。

选中的资源会激活应用类别按钮，创建类别需要此按钮。要创建类别并同时应用此类别，请单击要应用新
类别的所有资源的复选框。如果要创建类别但不立即应用，选定的资源则无关紧要。在此情况下，您可以
单击目录中任何资源的复选框。

4 单击应用类别。

5 在搜索类别文本框中键入新类别名称。

6 单击添加类别...。

Workspace 即会创建新类别，但并不应用它。

7 （可选） 要将该类别应用于选定资源，请单击新类别名称的复选框。

Workspace 即会将该类别应用于选定资源。

下一步

如果合适，请将类别应用于资源。请参阅第 35 页，“对资源应用类别”。

对资源应用类别

在创建某个类别之后，即可对目录中的任意资源应用此类别

前提条件

创建一个资源类别。

步骤

1 登录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目录选项卡。

3 单击要向其应用类别的所有资源的复选框。

4 单击应用类别，然后选择要应用的类别的名称。

此类别即应用到所选的资源。

移除或删除类别

您可以解除类别与资源的关联，还可以从目录中永久移除类别。

您可以移除类别标签以解除类别与资源的关联。也可以从目录中永久删除类别。永久删除某个类别时，该类别
将从目录中消失。它不再出现在任何类别下拉菜单中，也不再作为之前应用此类别的任何资源的标签。

第 7 章 管理 Workspace 目录

VMware, Inc.  35



步骤

1 登录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目录选项卡。

3 单击一个或多个资源的复选框。

选中的资源会激活应用类别按钮，移除和删除类别需要此按钮。要移除一个或多个资源的类别标签，请单
击要从中移除类别标签的所有资源的复选框。如果要永久删除类别，选定的资源则无关紧要。在此情况下，
您可以单击目录中任何资源的复选框。

4 单击应用类别。

选项 描述

从资源移除类别 标签的复选框处于选中状态。单击此复选框以从选定资源中移除类别标签。

永久删除类别 将鼠标悬停在类别上。将出现 x。单击 x 以从目录中永久移除类别。
 

访问 Workspace 资源
可以访问目录查看关于可授权用户使用的资源信息，如 Workspace Web 应用程序、ThinApp 软件包、基于

Citrix 的应用程序和 View 桌面池。可以按应用程序类型或按类别查看资源。

前提条件

n 启用与要授权给用户的资源类型对应的资源模块。可用模块包括 Web 应用程序模块、移动管理模块、View
模块、ThinApp 软件包模块和 Citrix 发布的应用程序模块。

n 向目录中添加资源以满足企业的需求。请参阅第 33 页，第 7 章“管理 Workspace 目录”。

n 要按类别查看资源，请创建并应用类别。请参阅第 35 页，“资源类别使用概览”。

步骤

1 登录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目录选项卡。

Workspace 即会列出目录中的所有资源。

3 （可选） 要更改排序方法，请单击应用程序或应用程序类型。

4 （可选） 要按特定类型查看资源，请从任意应用程序类型下拉菜单中选择一种资源类型。

未向 Workspace 添加的应用程序类型不会显示在下拉菜单中。

选项 描述

任意应用程序类型 列出目录中的所有资源。

Web 应用程序 仅列出目录中的 Web 应用程序。Web 应用程序包括企业内部管理的 SaaS 应
用程序和 Web 应用程序。

ThinApp 软件包 仅列出捕获为 ThinApp 软件包的 Windows 应用程序。如果在访问管理控制
台之前，已在配置 Workspace 时将 ThinApp 软件包添加到您的部署中，则
ThinApp 软件包将显示在您的目录中。

View 桌面池 仅列出 View 桌面池。如果在访问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之前，已将
Workspace 与 VMware View 进行集成，则 View 桌面池将显示在您的目录
中。

VMware Workspace Portal 管理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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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View 托管应用程序 仅列出 View 托管应用程序。如果在访问 管理控制台 之前，已将 Workspace
与 View 进行集成，则 View 托管应用程序将显示在您的目录中。

Citrix 发布的应用程序 仅列出基于 Citrix 的应用程序。如果在访问管理控制台之前，已将 Workspace
与 Citrix 部署进行集成，则基于 Citrix 的应用程序将显示在您的目录中。

 
5 （可选） 要按特定类别查看资源，请从任何类别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类别名称。

Workspace 即会列出满足选定条件的所有资源。

n 如果您选择一个类别，Workspace 将列出以此类别标签标记的所有资源。

n 如果您选择多个类别，Workspace 将仅列出以所有这些类别标签标记的资源。

6 单击特定资源的图标可查看有关该资源的详细信息。

向目录添加资源
您可以使用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的“目录”页面直接向目录添加 Web 应用程序。

有关向目录添加 Web 应用程序的详细说明，请参见《VMware Workspace Portal 指南》中“提供对 Web 应用

程序的访问权限”一章中的“设置资源”。

以下说明概述了向目录中添加这些类型的资源所涉及的步骤。

步骤

1 登录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目录选项卡。

3 单击 + 添加应用程序。

4 根据资源类型和应用程序位置单击选项。导入 Android 工作区映像时，您无需在此步骤中单击选项。

链接名称 资源类型 描述

Web 应用程序 ...来自
云应用程序目录

Web 应用程
序

Workspace 能够访问云应用程序目录中提供的一些默认 Web 应用程序，您可
以将它们作为资源添加到目录中。

Web 应用程序 ... 创建
新应用程序

Web 应用程
序

通过填写相应表单，可以创建您想要作为资源添加到目录中的 Web 应用程序
的应用程序记录。

Web 应用程序 ... 导入
ZIP 或 JAR 文件

Web 应用程
序

您可以导入之前在 Workspace 中配置的 Web 应用程序。您可能希望使用此方
法将 Workspace 部署从生产前调试环境投入到生产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可
以将临时部署中的 Web 应用程序导出为 ZIP 文件。然后将 ZIP 文件导入生产
部署。

5 按照提示完成向目录中添加资源的过程。

第 7 章 管理 Workspace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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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用户、组或目录资源 8
使用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中的搜索文本框在目录中搜索 Workspace 用户、组或资源。

步骤

1 登录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2 在搜索文本框中输入字符串。

例如，要搜索电子邮件地址包含 mycompany.com 的所有用户，请输入 mycompany.com。

“搜索结果”页面会显示返回的结果，这些结果将按照以下规则列在三个选项卡中。

用户选项卡 键入的字符串与 Workspace 用户的姓氏、名或用户主体名称内任何词的起始字

符相匹配。

组选项卡 键入的字符串与组名称或描述中任何词的起始字符相匹配。

目录选项卡 键入的字符串与目录资源的名称或描述中任何词的起始字符相匹配。

注意   每个记录类型 多返回 100 条结果。例如，如果有 100 个以上用户的记录中出现该字符串，用户选项卡

上 多列出 100 条结果。您无法更改此 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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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Workspace 报告 9
Workspace 会生成几种报告，如用户报告、资源报告和审核事件报告。您可以在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的报

告选项卡中查看报告。

您可以使用 Workspace 生成几种报告。

表 9‑1  Workspace 报告类型

Workspace 报告 描述

近的活动 此报告可以列出过去一天、过去一个月或过去的 12 周内用户在 Workspace 中执行的操作
的类型。您可以单击显示事件查看活动的日期、时间和用户详细信息。

资源使用情况 此报告可以列出所有资源及每项资源的详细信息，如用户和许可证的数量。

资源授权 此报告列出指定资源的用户授权。

组成员身份 此报告可以列出指定组的成员。

用户 此报告列出所有 Workspace 用户，并提供关于每个用户的详细信息，如用户的电子邮件
地址、角色和组关联。

并发用户 此报告可显示同时打开的用户会话的数量。

审核事件 此报告可以列出与指定搜索内容相关的审核事件，如过去 30 天内用户的登录情况。此功
能可帮助进行故障排除。请参阅第 41 页，“生成审核事件报告”。

生成审核事件报告
您可以针对指定审核事件生成报告。

审核事件报告可以作为一种故障排除方法，非常有用。

前提条件

启用审核。请参阅第 43 页，“Workspace 管理设置概览”。

步骤

1 登录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2 选择报告 > 审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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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审核事件条件。

审核事
件条件 描述

用户 此文本框可以将审核事件的搜索范围缩小到特定用户生成的事件。

类型 此下拉列表可以将审核事件的搜索范围缩小到特定的审核事件类型。下拉列表不显示所有可能的审核事件类
型。仅显示您部署 Workspace 时已出现的事件类型。用大写字母列出的审核事件类型为访问事件，比如
LOGIN 和 LAUNCH，这些事件在数据库中不产生变化。其他审核事件类型在数据库中会产生变化。

操作 此下拉列表可以将搜索范围缩小到特定操作。列表显示对数据库产生特定变化的事件。如果您在“类型”下
拉列表中选择了一个无操作的访问事件，请不要在“操作”下拉列表中指定操作。

对象 此文本框可以将搜索范围缩小到特定对象。例如对象可以是组、用户和设备。对象用名称或 ID 编号识别。

日期范
围

这些文本框可以将搜索范围缩小到具体的日期范围，格式为“从 ___ 天前至 ___ 天前”。 大日期范围为 30
天。例如，从 90 天前至 60 天前是一个有效的范围，而从 90 天前至 45 天前是一个无效的范围，因为此范围
超出了 30 天的 大日期范围。

4 单击显示。

审核事件报告将根据您指定的条件显示出来。

注意   重新启动审核子系统时，“审核事件”页面可能会显示错误消息而不会提交报告。如果您看到有关

无法提交报告的错误消息，请等几分钟后重试。

5 有关定审核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单击该审核事件的查看详细信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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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Workspace 设置（管理员版） 10
安装 Workspace 并进行初始配置后，即可配置一些管理设置。

本章讨论了以下主题：

n 第 43 页，“Workspace 管理设置概览”

n 第 44 页，“自定义 Workspace 品牌标识”

Workspace 管理设置概览
您可以配置若干 Workspace 管理设置。

使用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访问管理设置。

设置 描述

VA 配置 选择设置 > VA 配置可转至 Appliance Configurator 页面。在上述页面中，您可以更新和更改 Workspace
数据库、SSL 证书和外部 syslog 服务器的设置，更改 Workspace 和系统密码，以及查看日志文件。

许可证 选择设置 > 许可证可输入您的 Workspace 许可证密钥。

SMTP 选择设置 > SMTP 可输入 SMTP 设置。

密码恢复 选择设置 > 密码恢复可配置单击“忘记密码”时用户登录页面中显示的“忘记密码”链接的行为。

用户存储 选择设置 > 用户存储可为不具有信任关系的多林 Active Directory 部署配置用户存储。请参阅安装和配置
Workspace 指南中的“管理 Active Directory 与 Workspace 的连接”一章。

网络范围 选择设置 > 网络范围可配置组织的网络范围，使您可以将 IP 地址范围与身份提供程序实例相关联。请参阅
第 12 页，“添加或编辑网络范围”。

身份验证方法 选择设置 > 身份验证方法可配置默认的身份验证方法或添加不受 Workspace 直接支持但通过第三方身份提
供程序间接支持的身份验证方法。请参阅第 13 页，“添加或编辑用户身份验证方法”。

身份提供程序 选择设置 > 身份提供程序可编辑现有身份提供程序实例或添加新的身份提供程序实例。

Workspace 的初始安装包括默认的身份提供程序部署。根据需要编辑默认的 Workspace 身份提供程序配
置，以选择身份验证方法并添加网络地址范围。

将额外的身份提供程序实例添加到 Workspace 部署，以实现高可用性。

“身份提供程序”页面列出多个身份提供程序实例时，可以编辑这些实例的顺序。将 IP 地址分配给多个身
份提供程序实例时此顺序非常重要。

有关添加或编辑身份提供程序实例和有关编辑身份提供程序实例顺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4 页，“添加
和配置身份提供程序实例”。

远程应用程序
访问

选择设置 > 远程应用程序访问可创建支持在 Workspace 中注册应用程序的客户端或模板。

SAML 证书 选择设置 > SAML 证书可查看 SAML 签名证书。如果 Web 应用程序要求使用 SAML 断言对用户进行身份
验证，则 Workspace 和 Web 应用程序均必须在本地拥有同一 SAML 签名证书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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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审批 选择设置 > 审批可启用或禁用许可证审批。可在将许可证管理系统与 Workspace 集成时启用许可证审批。

审核 选择设置 > 审核以允许或禁止收集审核事件报告的信息，可在报告选项卡中查看该信息。

Citrix 发布的应
用程序

选择设置 > Citrix 发布的应用程序可为 Workspace 目录中提供的基于 Citrix 的应用程序编辑 Workspace
全局应用程序交付设置。

有关为单个基于 Citrix 的应用程序编辑设置的说明，请参阅。

自定义品牌标
识

选择设置 > 自定义品牌标识可在 Workspace 界面上自定义品牌标识。请参阅第 44 页，“自定义 Workspace
品牌标识”。

自定义 Workspace 品牌标识
您可以自定义在各种界面（例如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用户和管理员登录屏幕、应用程序门户的 Web 视图

以及移动设备上的应用程序门户的 Web 视图）中显示的徽标、字体、Web 剪辑和背景。

您可以自定义在应用程序门户的 Web 视图以及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中使用的品牌标识。

步骤

1 登录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2 选择设置 > 自定义品牌标识。

3 根据需要编辑表单中的设置。

表 10‑1  自定义品牌标识配置

表单项目 描述

品牌名称和徽标

徽标 利用“徽标”选项可更改在用户的应用程序门户和管理控制台中显示的徽标。

建议上载的 小图像大小为 350 x 100 像素。如果上载大于 350 x 100 像素的图像，将缩放图
像以符合 350 x 100 像素的大小。格式可以为 JPEG、PNG 或 GIF。

单击更改以上载新图像来替换当前徽标。单击确认后，会立即进行更改。

Favicon 利用“Favicon”选项可更改在 Web 浏览器中使用的 Favicon。此选项适用于桌面和移动设备。

收藏夹图标图像的 大尺寸为 16 x 16 像素。格式可以为 JPEG、PNG、GIF 或 ICO。

单击更改以上载新图像来替换当前的 Favicon。系统提示您确认更改。如果您单击确认，会
立即进行更改。

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选项适用于桌面和移动设备。利用此选项可更改在 Web 浏览器屏幕标题中显示
的产品名称之前的公司名称。

键入新名称覆盖现有名称以更改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名称”选项适用于桌面和移动设备。利用此选项可更改在 Web 浏览器屏幕标题中显示
的公司名称之后的名称。

键入产品公司名称覆盖现有名称以更改名称。

登录屏幕

背景颜色 为登录屏幕的背景显示的颜色。

键入新的十六进制颜色代码覆盖现有的十六进制颜色代码以更改背景颜色。

选中背景突出显示强调背景颜色。

选中背景图案在背景颜色中设置预先设计的三角形图案。

刊头颜色 登录屏幕的标题区域中显示的颜色。

键入新的十六进制颜色代码，覆盖现有的十六进制颜色代码，以更改刊头颜色。

选中刊头图案在刊头颜色中设置预先设计的三角形图案。

图像（可选） 要向背景添加图像而非颜色，请上载图像。

图像的 大尺寸为 1400 x 900 像素。格式可以为 JPEG、PNG 或 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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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自定义品牌标识配置 （续）

表单项目 描述

徽标 单击上载上载新徽标以替换登录屏幕上的当前徽标。单击确认后，会立即进行更改。

建议上载的 小图像大小为 350 x 100 像素。如果上载大于 350 x 100 像素的图像，将缩放图
像以符合 350 x 100 像素。格式可以为 JPEG、PNG 或 GIF。

门户（Web 视图）

背景颜色 为 Web 门户屏幕的背景显示的颜色。

键入新的十六进制颜色代码覆盖现有的十六进制颜色代码以更改背景颜色。在您键入新颜色
代码时，应用程序门户预览中的背景颜色会发生更改，以展示背景颜色在应用程序门户中的
显示方式。但是，如果选中包括背景图像复选框，在预览中可能不显示背景颜色。

选中背景突出显示强调背景颜色。

选中背景图案在背景颜色中设置预先设计的三角形图案。

名称和图标颜色 应用程序门户屏幕中列出的资源名称所使用的字体颜色。资源名称直接位于资源图标的下方。

键入十六进制颜色代码，覆盖现有的十六进制颜色代码，以更改字体颜色。在您键入新的颜
色代码时，应用程序门户预览中的“应用程序名称”文本会发生更改，以展示文本在应用程
序门户中的显示方式。

文字效果 选择“我的应用程序”屏幕上的文本所使用的文字类型。

图像（可选） 要向应用程序门户屏幕上的背景添加图像而非颜色，请上载图像。

门户（移动和平板电脑视图）

背景颜色 键入十六进制颜色代码，覆盖现有的十六进制颜色代码，以更改从移动设备看到的“我的应
用程序”屏幕的背景颜色。

标题栏颜色 键入十六进制颜色代码，覆盖现有的十六进制颜色代码，以更改从移动设备看到的标题栏颜色。

选择标题栏图案在标题栏颜色中设置预先设计的三角形图案。

标题颜色 键入十六进制颜色代码，覆盖现有的十六进制颜色代码，以更改标题栏标题中使用的字体颜色。

名称颜色 应用程序门户屏幕中列出的资源名称所使用的字体颜色。资源名称直接位于资源图标的下方。

键入十六进制颜色代码，覆盖现有的十六进制颜色代码，以更改应用程序名称的字体颜色。

文字效果 选择“我的应用程序”屏幕上的文本所使用的文字类型。

对启动程序和目录使用
相同的值

如果要为“应用程序中心”屏幕视图使用移动设备上“我的应用程序”屏幕视图所使用的品
牌标识设计，请选中此框。如果要对“应用程序中心”屏幕进行不同的设计，请不要选中此
框，而是配置“应用程序中心”屏幕的背景、标题栏颜色和标题颜色。

首次使用用户教程

首次使用用户教程 用户首次启动其应用程序门户时，会显示有关 Workspace 功能的幻灯片。

可移除选中标记以禁用此功能。

移动设备

Web 剪辑图标 用户将应用程序门户 URL 另存为其移动设备主屏幕的书签时所显示的 Workspace 图标。此
Web 剪辑图标可启动 Workspace 应用程序门户。

图像的 大尺寸为 512 x 512 像素。格式可以为 JPEG 或 PNG。

单击更改以上载新图像来替换当前 Web 剪辑图标。系统提示您确认更改。如果您单击确认，
会立即进行更改。

Web 剪辑标题 Workspace Web 剪辑图标随附的标题。标题必须少于 20 个字符。

4 单击保存。

会在单击“保存”后 5 分钟内应用 Workspace 的自定义品牌标识更新。

下一步

检查各界面中品牌标识更改的外观。

第 10 章 配置 Workspace 设置（管理员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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