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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簡介 

下列文件提供有關設定用於 VMware View Infrastructure 內的標準 Windows 7 映像的指導方針。本指南

提供系統管理員有關運用 Microsoft Deployment Toolkit 或透過使用以指令檔為基礎的方法最佳化以傳

統方式安裝的 Windows 7 虛擬機以建立 Windows 7 標準映像的必要資訊。建議的組態設定可最佳化 

Windows 7 以協助提升在 VMware View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內的整體延展性和效能。 

本文件第 1 節將探討最佳化的整體程序與所提供的最佳化協助。下一節中將介紹兩種最佳化方法的逐步

程序指導方針。接下來，「Windows 7 作業系統自訂」一節將提供有關特定最佳化的背景資訊，以及

最佳化協助使用的技術。最後，「管理 VMware View 桌面平台」一節將提供持續執行將環境層面最佳

化的指導方針與考量因素。 

流程簡介 

有許多方式可讓您建立標準映像並套用所需的自訂。本指南為 IT 組織提供兩種可用方式，每一種均需要

不同層級的努力，而且會帶來不同的好處。「圖表 1」說明兩種方法的工作流程。 

傳統安裝方法 
傳統安裝方法可透過最少的工具組進行最佳化，且僅需要少許心力即可建立自訂 Windows 7 虛擬機的標

準化與最佳化程序。系統管理員可透過指定的參數建立虛擬機，並從媒體載入作業系統，然後透過使用 

Commands.bat 的指令檔套用最佳化，該指令檔附加於本指南中 (以 CommandsPersonaManagement.txt 

或 CommandsNoPersonaManagement.txt 的選擇方式派送)，並提供於「附錄 B」。 

Microsoft Deployment Toolkit 方法 

Microsoft Deployment Toolkit (MDT) 提供可建置與維護模組化且適用於實體和虛擬桌面平台之已定義程

序的架構。此解決方案之優勢是由包含在本工具中的引導方式與可重複的程序所驅動，以建置與維護

標準化映像。雖然您使用此方法時，在事前可能需要耗費較多時間，但此方法可帶來長期的優勢。在

許多案例中，IT 組織可能已使用所說明的部分工具和程序。這個方法涉及運用 MDT 和 Windows 自動化

安裝套件 (WAIK)，以建立可運用健全之工作順序引擎的標準映像組建和自訂程序。您可使用 MDT 方法

以自動化應用程式安裝、管理導入至不同作業系統版本的驅動程式，以及使用 GUI 以建立系統組建並

自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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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 

 
提供最佳化協助 

本指南提供兩種最佳化 Windows 7 映像的機制。如圖表 1 所示，客戶可選擇運用指令檔或 MDT 以實作自

訂作業。雖然這些最佳化 協助包含建議的設定，IT 組織應調查並判斷這些設定帶來的好處，因為有時候

這些設定會在生產力和最佳化之間做取捨。請檢閱「附錄 A」以查看所有最佳化方法，其中列有星號 (‘*’) 

者表示可進行選擇性變更。您應檢閱這些方法以確認是否適用於您組織的特定使用案例。 

Commands.bat 
Commands.bat 是一個指令檔，能以手動方式或透過使用自動化撰寫指令檔機制執行。此指令檔使用標準

作業系統機制以使用 REG 語法操控登錄、使用 PowerShell 調整服務，及最佳化其他項目，例如 [排定的

工作]。「附錄 B」中提供確切語法內容。此指令檔以 CommandsPersonaManagement. txt 或 

CommandsNoPersonaManagement.txt 的選擇方式派送，以附件方式包含於本指南中。(您可移至  

[Adobe Reader View] 功能表，選取 [瀏覽面板]、[附件]，然後 [另存新檔]，以儲存此指令文字檔。 

儲存後，請重新命名為「Commands.bat」。) 

若您正在實作 View Persona Management，請使用名為 CommandsPersonaManagement.txt 的文字檔。

若您未實作 Persona Management，則請使用名為 CommandsNoPersonaManagement.txt 的文字檔。 

若您現有的桌面平台映像未使用 Persona Management，而您希望在該桌面平台映像上部署 Persona 

Management，則請從提供的 CommandsDesktopsReadyForPersonaManagement.txt 檔案在您的虛擬

機範本上建立 BAT 檔。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此指令檔 (按滑鼠右鍵 > [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 

當 BAT 檔完成時，請將電腦重新開機。如需此指令檔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附錄 C」。 

Microsoft Deployment Toolkit 和 TS.xml 

TS.xml 檔是由 MDT 的工作順序引擎所使用。以本指南中提供的 TS.xml 取代預設的 TS.xml，將能提供可

檢視與編輯建議自訂的 GUI 介面。在提供的 TS.xml 中所包含的自訂相當於上述提及的 Commands.bat  

指令檔。如需 TS.xml 檔，請參考「附錄 D」，TS.xml 檔是以附件方式包含於本指南中。(您可移至 

[Adobe Reader View] 功能表，選取 [瀏覽面板]、[附件]，然後 [另存新檔]，以儲存此 TS.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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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最佳化 Windows 7 映像的程序 

使用者的系統管理員權限 

請注意，本指南所提供的方法和最佳化協助將自訂父級虛擬機，使用者的桌面平台將以此父級虛擬機為

基礎。然而，若使用者具有系統管理員權限以啟動服務與修改登錄，即可「復原」這些最佳化。因此，

請務必透過 GPO 強化這些設定，以控制具有系統管理員權限的使用者的桌面平台。 

映像版本追蹤與管理 Windows 7 Updates 的系統管理員附註 

最佳化作業系統設定是反覆的程序。由於映像的發展是透過正常的生命週期進行，因此難以判斷特定的 

VMware View 客戶端虛擬機正在運用何種映像設定及後續的最佳化。由於 VMware View 桌面平台是使用 

View Composer Recompose and Refresh 進行更新，因此虛擬機會連結到父級虛擬機和快照。審慎管理快

照名稱可允許部分往回追蹤的能力，但亦可透過採用指令檔或系統管理程序對作業系統中的識別碼進行

識別作業。因此，請新增額外的登錄設定以追蹤映像的版本，並新增組織可能覺得實用的任何其他有用

資訊 (版本、日期、類型、作者等等)。針對此目的，TS.xml 和 Commands.bat 檔中所提供的修改包括了 

HKEY Local Machine\Software\Image 中的標記碼。 

套用 Windows Updates 是此程序中的重要步驟，以確保您的父級虛擬機盡可能維持在最新狀態。建議將 

Windows Update 服務設為 [停用]，以避免在您的 View 環境中部署虛擬機後，將更新提取至那些虛擬機

中。本文件提供的自訂工作順序可套用當已建置目標虛擬機時提供之所有適用的 Windows Updates，接

著會停用 Windows Update 服務以避免您的 View 虛擬機從 Microsoft 下載更新。在父級虛擬機上管理虛

擬機的更新，並重組該虛擬機以更新所有連結複製項目，是公認的最佳作法。若要手動套用更新至您的

父級虛擬機，請重新啟用 Windows Update 服務，並執行 Windows 更新，或運用您的企業修補管理程序

套用更新。 

建立目標虛擬機 

初始的虛擬機參數會建立將可用於後續虛擬機的虛擬硬體設定檔。您可使用 VMware Converter 轉換現有

的實體或虛擬機，不過最好使用 Virtual Infrastructure Client 建立新虛擬機。系統管理員可使用內建的 

VMware vCenter™ 精靈以建立新虛擬機或自行選取參數。下表列出特定建議。 

虛擬機參數表 
 

參數 註解 

客體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7 (32 位元或 64 位元) 

SCSI 控制器 LSI Logic SAS 或 Parallel 

硬碟 用於範本或父級虛擬機的磁碟可運用精簡用戶端佈建 

視訊卡 無需指定因 View Manager 會提供設定 

軟碟機 移除軟碟機 

CD/DVD 設定為用於安裝 VMware 工具的用戶端裝置、Windows 7 ISO 或 
使用 MDT 的 Windows PE 開機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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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註解 

NIC 介面卡類型 VMXNET 3。套用 Microsoft Hotfix 修補程式 
(請參閱 VMware View 管理指南)。 

記憶體規格 32 位元、1 至 3GB (不得超過 3GB)；64 位元、1 至 4GB  
(視使用案例而定) 

Bios – 停用連接埠 移至虛擬機屬性的 [選項] 標籤，並選取強制進入 bios 以停用 

不必要的 LPT 和 COM 連接埠 

虛擬機參數說明 
磁碟控制器 

VMware 建議為 Windows 7 虛擬機使用 LSI Logic SAS 或 Parallel 控制器。 

NIC 類型 

網路介面卡 (NIC) 必須是 VMXNET 3。若無法設定適當的 NIC 類型，將使 Windows PE 無法正確取得 IP 

位址與存取網路以取得製作映像時所需的資源。傳統安裝方法使用 VMXNET 3 虛擬網路介面卡，以為 

Windows 7 提供最有效率的網路堆疊。套用 Windows Hotfix (請參閱 VMware View 管理指南)。 

視訊參數 

在虛擬機屬性中設定視訊卡的特定視訊參數並非必要。在自動偵測視訊設定中使用視訊卡設定。用於

視訊記憶體的值將由 VMware View Manager 設定與管理。 

記憶體規格 

針對 Windows 7 x86，一律不應配置超過 3GB 的記憶體。記憶體規格仰賴於支援的虛擬化基礎架構。

然而，您應為用於 Windows 7 的標準虛擬機範本提供至少 1GB 的記憶體。2GB 的記憶體較為理想， 
且能為較繁重的使用者應用程式所需的記憶體爆量情況提供更多記憶體。此設定完全仰賴於環境和使

用案例情境。應進行足夠的使用案例對應，以判斷適用於您組織的最佳記憶體設定。 

選擇您的 Windows 7 安裝方法 

在本指南的這個階段中，系統管理員應透過將媒體裝載至虛擬機以判斷是否進行 Windows 7 傳統安裝 (繼續

至「傳統安裝」一節)，或使用 MDT (繼續至「使用 Microsoft Deployment Toolkit 以最佳化 Windows 7」

一節) 以將 Windows 7 安裝至目標虛擬機。 

為何使用 Microsoft Deployment Toolkit 2010？ 

說明 MDT 的最佳方式就是其為指令檔和程序的集合，可支援已定義的架構以為組織建立標準、可重複且

彈性的映像。此方法建立典型導入與標準化的建置程序。其優點摘要如下。 

 彈性：執行特定指令時，啟用、停用或建置於邏輯上，視現有情境而定。 

 簡易：工作排序器可提供用以新增重新開機、分割、指令行及其他邏輯之預先建立的元件，全部都在

直覺式 GUI 介面中。 

 可更新：由於在標準建置程序內需要驅動程式、應用程式及其他更新，因此工作排序器能透過點選的

設定中進行更新，以取得單一介面中的所有新映像組建。 

 跨平台：相同的 MDT 架構可用於虛擬機和實體機組建。附註：若您希望遵循此方法，請繼續至「使用 

Microsoft Deployment Toolkit 以最佳化 Windows 7」一節。 

Windows 7 傳統安裝 

下一節會概述使用裝載於目標虛擬機可存取之資料儲存區上的 ISO 映像進行 Windows 7 傳統安裝的程序。

在作業系統安裝完成後，使用 Commands.bat 以最佳化設定。應用程式和 VMware View Agent 的安裝可自

動或手動執行。

http://www.vmware.com/support/pubs/view_pubs.html�
http://www.vmware.com/support/pubs/view_pubs.html�
http://www.vmware.com/support/pubs/view_pub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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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媒體安裝客體作業系統 
1. 確保 CD/ROM 裝置是設為 [Connect at Power on] 並導向至 Windows 7 ISO 映像。 

2. 連線至虛擬機主控台，並回答作業系統設定精靈的提示。 

3. 視需要重新啟動。 

4. 移除作業系統中任何不必要的元件，例如平板電腦元件。 

安裝 VMware 工具，並使用 Commands.bat 進行最佳化 
1. 作業系統安裝完成後，請視需要執行 Windows Update。 

2. 從虛擬機主控台功能表或從 VMware vCenter 啟動並完成 VMware 工具的安裝。 

3. 視需要重新啟動。 

4. 使用 Adobe 附件面板以將本指南所包含的 Commands.bat 儲存並複製到本機作業系統，並加以執行或

從網路共用區中執行。監控指令視窗以確保指令順利完成。 

5. 重新啟動，讓 Windows 服務中的變更生效。 

 
 
 
 
 
 
 
 
 
 
 
 
 
 
 
 
 
 
 
 
 
 
 
 
安裝應用程式和 VMware View Agent 

1. 視需要在基礎映像中安裝應用程式。 

您可加入 Active Directory 網域或是不要安裝應用程式。如果您不加入網域，請將應用程式的安裝程式

裝載於網域外受保護的共用區上，以便於不在網域中時載入這些安裝程式。 

2. 手動安裝 VMware View Agent 或使用所提供的無訊息安裝指令以替代適當的值。 
例如：VMware-viewagent.exe /s /v”/qn VDM_VC_MANAGED_AGENT=1 ADDLOCAL=ALL” 

3. 視需要重新啟動。 

4. 在 vCenter 中，編輯虛擬機的屬性以中斷與安裝媒體的連線，並從虛擬機中移除 CD/DVD 光碟機。 

附註：如需有關如何安裝 VMware View Agent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VMware View 管理指南中的「以無

訊息方式安裝 View Agent」一節。 

繼續至「使用目標虛擬機以建立 VMware View 桌面平台」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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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Microsoft Deployment Toolkit 以最佳化 Windows 7 

MDT 2010 是 Microsoft 提供的免費工具組，適用對象為希望在 Lite-Touch 程序中建置與部署標準映像的

組織。此工具組可讓組織標準化與自動化建立 Golden Master 映像的程序。 

將 Windows 系統映像管理員與 MDT 搭配使用 
部分組織可能已運用 Windows 系統映像管理員以透過 unattend.xml 自訂其 Windows 7 映像。這最常是

透過 MDT 架構進行，而且可整合至此程序中。本文件中參考的部分設定可透過該工具整合，如有需要 

可直接套用至 unattend.xml 檔中。如需有關 WSIM 功能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 URL：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cc722301%28WS.10%29.aspx。 

準備 Microsoft Deployment Toolkit 2010 環境 

準備 MDT 環境可能需要建立使用 MDT、WAIK 及本指南中包含之自訂 TS.xml 的個別虛擬機。本節涵蓋 

MDT 安裝、建立部署共用區、接移作業系統媒體及將驅動程式從 VMware 工具導入該映像。此部署共

用區是用來儲存所有用於建置 Windows 7 映像的標準設定和自訂。此程序已在 MDT 2010 和 MDT 2010 

with Update 1 上進行測試。 

1. (選擇性) 除非 MDT 環境已存在，否則請建立 MDT 的個別虛擬機。 

2. 檢閱系統需求，並確保運用的系統符合最低需求：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3bd8561f-77ac-4400-a0c1-fe871c461a89& 
displaylang=en#Requirements 

附註：請查看「解決方案加速器」網站，以取得有關 MDT 的最新連結和資訊：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solutionaccelerators/dd407791.aspx 

3. 從上述連結下載與安裝 Windows 自動化安裝套件、最新的 PowerShell 版本及適合您作業系統 
(x86、x64) 的 MDT 版本。 

附註：安裝時，請密切注意 MDT 的安裝目錄，並確保將 MDT 安裝於具有足夠空間以容納映像、 

來源媒體及任何您的標準映像所需之企業營運應用程式的磁碟機中。 

4. MDT 安裝完成後，請移至 [開始功能表]，然後瀏覽至 [開始] > [所有程式] > [Microsoft Deployment 
Toolkit]，並選取 [部署工作區] 以啟動工作區。 

5. 透過瀏覽至在 [部署工作區] 內的 [資訊中心] > [元件] 以驗證所有需要的元件均已安裝，並確保任

何在 [狀態] 欄中標示為 [必要] 的項目正顯示於「已安裝」區段中。 

附註：若尚未安裝元件，可從工作區內進行下載與安裝。 

6. 接下來，瀏覽至 [部署工作區] 內的 [部署共用區] 節點，按滑鼠右鍵並選取 [新部署共用區]。 

7. 命名此 [部署共用區]，例如 MDS1。預設值可用於此精靈，但請密切注意 [部署共用區路徑] 以確保

您將來源檔案放在具有足夠空間的位置中。若您選取作業系統磁碟機以安裝 MDT，在此步驟中您應

選取資料磁碟區 (非開機磁碟分割) 以儲存部署資料。 

8. 選取剛建立的 [部署共用區]，然後按一下 [屬性]。在 [規則] 標籤中，新增或編輯下列幾行文字，

並按一下 [套用]。這些設定將簡化建置目標虛擬機的程序。 
SkipCapture=Yes 
SkipUserData=Yes 
SkipBitLocker=Yes 
DoNotCreateExtraPartition=Yes (此行避免為 BitLocker 新增 100 至 300MB 的系統磁碟分割)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cc722301(WS.10).aspx�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3bd8561f-77ac-4400-a0c1-fe871c461a89&amp;displaylang=en&amp;Requirements�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3bd8561f-77ac-4400-a0c1-fe871c461a89&amp;displaylang=en&amp;Requirements�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3bd8561f-77ac-4400-a0c1-fe871c461a89&amp;displaylang=en&amp;Requirements�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solutionaccelerators/dd40779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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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移作業系統媒體 
本節說明匯入適用於 Windows 7 之大量授權來源媒體的程序。為了建置初始的 Windows 7 映像，必須

取得來源媒體並將其匯入至 [部署工作區] 中。 

1. 若要匯入適用於 Windows 7 的大量授權媒體，請瀏覽至 [部署共用區] > [MDT 部署共用區] >  
[作業系統]，以滑鼠右鍵按一下 [作業系統]，並選取 [匯入作業系統]。 

2. 選取 [完整的來源檔案組]，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3. 裝載 Windows 7 ISO 至 MDT 虛擬機，或指向存放已擷取的 Windows 7 來源檔案的網路位置。將於

匯入時驗證該媒體，以確保根目錄的檔案代表 Windows 7 的安裝來源。 

4. 您可選取 [移動檔案至部署共用區而非複製檔案]。若您正為 MDT 伺服器使用虛擬機而且想要避免

複製資料，上述方式就相當實用，因為移動檔案可快速完成，複製則可能耗費好幾分鐘。選取  
[下一步] 以繼續。 

5. 目的地目錄是將會建立在部署共用區\作業系統目錄下的目錄。命名該目錄，然後在剩下的畫面中

均選取 [下一步] 以完成匯入；例如 OS-Win7forView。 

將驅動程式匯入至工作區以支援 VMware 虛擬機 
為了在啟動至 Windows PE 時可成功連接至網路並看見儲存，NIC 和儲存驅動程式可能需要匯入至工作

區。驅動程式匯入後，將會在 [部署共用區] 更新時 (將於稍後步驟中討論) 將驅動程式導入 Windows 

PE 啟動媒體。 

1. 透過瀏覽在現有 Windows 7 或已安裝 VMware 工具之 Server 2008 虛擬機中的 VMware 工具驅動程式目

錄，找出驅動程式。目錄通常會位於：C:\Program files\VMware\VMware Tools\Drivers。 

2. 將驅動程式目錄複製到可從執行 MDT 之虛擬機存取的位置。我們尤其關切 [網路] 和 [儲存] (分別

是虛擬 machinexnet 和 scsi 目錄)。 

3. 接下來，在 [部署工作區] 內瀏覽至 [部署共用區 > MDT 部署共用區 > 立即可用的驅動程式]，以滑

鼠右鍵按一下 [立即可用的驅動程式]，並選取 [匯入驅動程式]。 

4. 指向含 VMware 驅動程式的目錄，然後選取 [下一步] 以將驅動程式匯入至 [部署工作區]。 

附註：此程序會自動質詢 .inf 和 .cab 檔案，以找出需要且適合的驅動程式檔案，並匯入這些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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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TS.xml 建立自訂工作順序 
本節將討論使用 MDT 以建立工作順序。工作順序是將一連串的指令結合在一起，以直接從 [部署工作區] 

介面內建立自動化程序。此程序和策略的主要優點就是產生一個能在環境變更時輕鬆更新的可重複程

序。此程序亦減少為 VMware View 環境產生自訂映像時所需的大部分手動工作。接下來的這些步驟會

進入建立 Windows 7 作業系統映像之工作順序的程序，然後使用本文件中包含的 TS.xml 檔以匯入自訂

工作順序，該工作順序會為 VMware View 環境最佳化此映像。 

1. 在 [部署工作區] 內瀏覽至 [部署共用區] > [MDT 部署共用區] > [工作順序]，以滑鼠右鍵按一下  
[工作順序] 並選取 [新工作順序]。 

2. 輸入一個工作順序 ID。此 ID 需要具有獨特性，並將決定在 \\MDT\MDS1\control 資料夾中與自訂一

起建立的目錄名稱。 

範例：使用 Win7forView 做為工作順序 ID，將建立 \\MDT\MDS1\control\Win7forView 目錄。 

3. 接下來，輸入一個工作順序名稱。此名稱必須具有獨特性，且將成為建置母映像時顯示在工作順序

清單中以供選擇的名稱。按一下 [下一步]。 

範例：使用 Win7forView 做為工作順序名稱。 

4. 選取 [標準用戶端工作順序]，並按一下 [下一步]。 

5. 選取在「接移作業系統媒體」一節所描述的先前步驟中您已匯入的作業系統。按一下 [下一步]。 

6. 回答剩下的問題，並完成工作順序的定義。 

7. 重要事項：以附加於本指南的 TS.xml 取代預設的 TS.xml (已建立於 Win7forView 自訂工作順序目錄

中)。使用 Adobe 附件面板以將自訂的 TS.xml 儲存並複製到正確的位置，例如：

\\MDT\MDS1\control\Win7fo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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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返回 [部署工作區]，選取 [工作順序]，然後按滑鼠右鍵以查看屬性。選取 [工作順序] 標籤 (您將收到一

則錯誤訊息)。按一下 [確定]，然後瀏覽至 [安裝] > [安裝作業系統]，然後將 [欲安裝的作業系統] 設定

為在「接移作業系統媒體」一節中參考的您已匯入的作業系統媒體。 
 
 
 
 
 
 
 
 
 
 
 
 
 
 
 
 
 
 
 
 
 
 
 
 

9. 此程序的最終部分是確保 [部署共用區] 已更新。此步驟會產生將用於開機至 Windows PE 及初始化

作業系統組建的開機映像。若要更新 [部署共用區]，瀏覽至 [部署共用區] > [MDT 部署共用區]，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 [部署共用區]，並選取 [更新部署共用區]。 

10. 選取 [下一步] 和 [下一步]，以啟動更新 [部署共用區] 的程序。 

自訂 “Win7forView” 工作順序 (選擇性) 
對登錄、服務、應用程式等等進行的自訂，可透過 MDT 的工作順序程序以程式方式套用至 Windows 7 

映像。本白皮書列出了可自訂 HKCU (目前的使用者設定) 和 HKLM (電腦本機設定) 以及狀態必須是  

[已停用] 之服務的設定。所有這些變更可透過工作排序器以程式方式套用。本白皮書中所提供的 

TS.xml 檔建立了可使用不同自訂向前邁進的起點。 

附註：本節將討論直接在 MDT 工作排序器中實作您自己的設定變更的程序 (選擇性)。 

1. 在 [部署工作區] 內瀏覽至 [部署共用區] > [MDT 部署共用區] > [工作順序]，以滑鼠右鍵按一下  
[工作順序]，並選取 Win7ForView。以滑鼠右鍵按一下 [工作順序] 以在右窗格中修改，並選取  
[屬性]。 

2. 選取任何建議的自訂，並透過編輯 [屬性] 標籤以啟用、停用或變更設定。此外，您可新增環境特定

的工作或設定至適當的階段。這些變更將被寫入 TS.xml 檔，並成為標準化建置程序的一部分。 

3. 您可新增自訂工作，使用工作順序編輯器瀏覽至 [狀態還原] > [自訂工作] 區段。透過已醒目提示的 
[自訂工作]，按一下 [新增] 並瀏覽至 [新增] > [一般] > [執行指令行]。此選項提供在作業系統安裝

時執行指令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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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螢幕擷取畫面說明如何使用自訂工作以執行指令行架構的自訂。 

使用 Microsoft Deployment Toolkit 安裝應用程式 
決定是否包括或不包括軟體套件至標準映像中，取決於組織對應用程式部署與管理的需求和策略。使用

已結合至映像的套件以建立自訂映像，可能是有幫助的。MDT 可整合已在您組織內建立的現有套件，

並使用工作順序啟用這些套件以部署至標準映像中。在理想情況下，使用 MSI 技術將能以無訊息方式部

署並建立這些套件 (在必須包含 HKCU 應用程式特定之設定的案例中)。 

只要安裝支援無訊息切換，MDT 即可提供在作業系統部署時，將軟體部署至目標系統的能力。下列詳述

的程序將新增 VMware 工具和 VMware View Agent，做為稍後由工作順序使用的應用程式以進行自動化

安裝： 

附註：您新增應用程式的順序很重要，因為工作順序預設將會以與新增這些應用程式相同的順序進行安

裝。首先新增的必須是 VMware 工具，因其是使 View Agent 正確安裝的必要應用程式。 

1. 在 [部署工作區] 內瀏覽至 [部署共用區] > [MDT 部署共用區] > [應用程式]，以滑鼠右鍵按一下  
[應用程式] 並選取 [新應用程式]。 

2. 選取 [具來源檔案的應用程式]，並按一下 [下一步]。 

3. 提供 VMware 工具的詳細資訊，並按 [下一步]。 

a.  發行者：VMware 

b.  應用程式名稱：VMware 工具  

c.  版本：4.1 

d.  語言：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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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透過裝載 Windows.ISO 至 MDT 虛擬機來選取您的來源目錄。 

a.  透過瀏覽資料儲存區至 \vmimages\tools-isoimages 以裝載 Windows.ISO，並按一下 [已連線] 
 
 
 
 
 
 
 
 
 
 
 
 
 
 
 
 
 
 
 
 
 
 
 
 
 
 
 
 

b.  重要事項：選取已裝載 Windows.ISO 的根磁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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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定將在您的 [部署共用區] 內建立的目錄名稱。 

範例：VMwareTools 

6. 指定指令行，並按一下 [下一步]。 

範例：: msiexec /i “VMware Tools.msi” /qn /norestart 

7. 按一下 [下一步並完成] 以完成此程序。 

8. 選取 VMware View 工具應用程式，按滑鼠右鍵以檢視 [屬性]，並選取 [詳細資訊] 標籤，然後勾選 
[安裝此應用程式後將電腦重新開機]。 

遵循類似的程序以新增 VMware View Agent 應用程式。 

1. 在 [部署工作區] 內瀏覽至 [部署共用區] > [MDT 部署共用區] > [應用程式]，以滑鼠右鍵按一下  
[應用程式]，並選取 [新應用程式]。 

2. 選取 [具來源檔案的應用程式]，並按一下 [下一步]。 

3. 提供 VMware View 應用程式的詳細資訊，並按一下 [下一步]。 

a.  發行者：VMware 

b.  應用程式名稱：View Agent  

c.  版本：4.5 

d.  語言：英文 

4. 選取您的來源目錄，並按 [下一步]。 

a.  瀏覽至 VMware View Agent 應用程式的位置 

5. 指定將在您的 [部署共用區] 內建立的目錄名稱。 

範例：VMwareViewAgent45 

6. 指定指令行。 

範例：VMware-viewagent-BUILDXXXXX.exe /s /v”/qn VDM_VC_MANAGED_AGENT=1” 

7. 按一下 [下一步] 以完成此程序。 

8. 選取 VMware View Agent 應用程式，按滑鼠右鍵以檢視 [屬性]，選取 [詳細資訊] 標籤，並勾選  

[安裝此應用程式後將電腦重新開機]。 

附註：如需有關如何安裝 View Agent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VMware View 管理指南中標題為「以無訊息

方式安裝 View Agent」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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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 “Win7 for View” 作業系統執行個體至目標虛擬機 
本節將說明部署自訂映像至目標虛擬機的程序。既然 [部署共用區] 已更新且組建的工作順序已準備就緒，

該是部署作業系統執行個體至目標虛擬機並套用最佳化的時候了。 

1. 在 MDT 虛擬機中，從 [部署共用區] (D:\DeploymentShare\Boot) 複製適當的 Lite-Touch PE ISO  
(x86 或 x64) 至可由目標虛擬機使用的資料儲存區。 

2. 從在先前小節中建立的目標虛擬機修改 CD/DVD 屬性，以找出適當的平台 Lite-Touch PE 開機光碟，

並於啟動時連線。 

3. 從上述選取的可開機媒體啟動您的虛擬機。 

4. 選取 [執行部署精靈]，輸入憑證以連線至 Microsoft 部署共用區，然後按下 [Enter]。 
 
 
 
 
 
 
 
 
 
 
 
 
 
 
 
 
 
 
 
 
 
 
 
 
 
 
 
 
 

5. 選取 "Win7 for View" 工作順序，並按一下 [下一步]。 

6. 輸入產品金鑰資訊。 

7. 指定電腦名稱，並按 [下一步]。 

8. 選取 [加入工作群組]。 

附註：VMware View Composer 或 vCenter 自訂稍後會將虛擬機加入至網域中。 

9. 在 [語言] 和其他偏好設定中，按 [下一步]。 

10. 選取 [時區]，並按 [下一步]。 

11. 按一下以從應用程式安裝視窗中選取 [VMware 工具] 和 [View Agent] 應用程式。 

12. 輸入 [系統管理員密碼] 以在重新啟動後用於登入。 

13. 按 [下一步] 以開始安裝作業系統的程序。此虛擬機將視需要重新啟動，並於其進入各種階段時提供視

覺更新。 

14. 在 vCenter 和 [Guest] 子功能表中以滑鼠右鍵按一下目標虛擬機，安裝 VMware 工具，然後關閉虛擬機。 

15. 在 vCenter 中，編輯虛擬機的屬性以中斷與 WinPE 可開機 ISO 的連線，並從虛擬機中移除 CD/DVD 
光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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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目標虛擬機以建立 VMware View 桌面平台 

目前，目標虛擬機將是已準備好用於 VMware View 環境中已最佳化的 Windows 7 安裝。使用此映像於 

VMware View 中的完整或連結複製集區時，作業系統將必須自訂以產生每位使用者獨特的執行個體。

此自訂可使用 sysprep、VMware vCenter 自訂設定，或使用用於 VMware View Manager 的 QuickPrep  

工具完成。 

父級虛擬機的準備 
1. 若要使用此虛擬機做為完整複製的父級虛擬機，您將需要關閉虛擬機，然後將其轉換為範本。接著，

系統管理員可透過 View Manager 選取此虛擬機，做為完整複製桌面平台集區的父級虛擬機。 

2. 若要使用目標虛擬機做為連結複製集區的父級虛擬機，您必須執行 ipconfig/release，關閉虛擬機，

然後建立快照。針對連結複製架構的集區，系統管理員將選取父級虛擬機，然後選取用以建立或重

組桌面平台集區的特定快照。 

附註：請參閱 VMware View 管理指南，以取得有關準備建立桌面平台集區之父級虛擬機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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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7 作業系統自訂 

下列修改是提供做為有關如何最佳化在 VMware View 虛擬桌面平台基礎架構中的 Windows 7 作業系統之設

定的建議。「附錄 A」提供有關建議自訂的完整參考，並列出可供實作的方法 (GPO、登錄、服務、指令行)。 

附註：若您套用自訂至主要映像，則唯有在使用者無法變更這些自訂時，這些自訂才能持續使用。若個別使

用者具有系統管理員權限，他便可以覆寫這些自訂。若要保留您的自訂，使用 GPO 修改桌面平台，以便強

制執行這些自訂。請參閱「附錄 A」，以取得可由 GPO 設定的自訂清單。 

Windows 7 服務修改 

下表概述 Windows 7 虛擬機的服務建議狀態。即使某項服務預設設定為手動，您仍應停用該服務以避免任何

潛在問題。這些服務可於擷取前在您的初始映像中全部停用。您應分析每項服務在您公司環境中的適用性。

下列詳述的部分服務 (例如：主題) 可能實際上是需要並維持在預設值。選擇性變更會以星號 (‘*’) 標示。 

Windows 7 服務參數表 

 
服務 

 
預設值 

 
狀態 

 
註解 

BitLocker 磁碟機加密服務 手動 停用 不建議用於加密 VDI 虛擬機 

區塊層級備份引擎服務 手動 停用 可用於備份工作站中的資料 

*桌面視窗管理員工作階段

管理員 
自動 停用 若 Aero 並非必要 / 需要時，請停用 

磁碟重組工具 手動 停用 提供硬碟的磁碟重組工具服務，若執行

於虛擬機中則可能影響效能 

診斷原則服務 自動 停用 問題偵測與疑難排解解決 

家用群組接聽程式 手動 停用 用於家用網路 

家用群組提供者 手動 停用 用於家用網路 

*IP 協助程式 自動 停用 若未使用 IPv6，請停用 

Microsoft iSCSI Initiator 
服務 

手動 停用 虛擬機不需要使用 

Microsoft 軟體陰影複製 
提供者 

手動 停用/啟用 由 VSS 用於備份。若您未使用系統 

還原，而且未使用 View Persona 

Management 時，請停用。為 Persona 

Management 所必備，而且會自動透過 

Persona Management 啟用。 

安全通訊端通道通訊協定

服務 

手動 停用 用於提供 VPN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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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預設值 

 
狀態 

 
註解 

安全中心 自動 停用 監控安全性相關服務的設定 

Superfetch 自動 停用 載入應用程式至記憶體以便於較快的

速度在一段時間內重新載入。非持續

使用的虛擬機將可能無法受惠於此啟

用的設定。建議進行完整測試，以判

斷此服務的最佳設定。 

平板電腦輸入服務 手動 停用 平板電腦服務 

*主題 自動 停用 唯有在您希望以「傳統」介面執行時  
([開始] 按鈕中無 “Orb”) 

UPnP 主機服務 手動 停用 仰賴 SSDP 服務 

磁碟區陰影複製服務 手動 停用/啟用 若您未使用系統還原，而且未使用  

View Persona Management 時，請停

用。為 Persona Management 所必備，

而且會自動透過 Persona Management 

啟用。 

Windows 備份 手動 停用 備份工作站資料 

*Windows Defender 自動 停用 若不需要反間諜程式軟體 / 惡意程式

碼時，請停用 

Windows 錯誤報告服務 手動 停用 Windows 錯誤報告 

*Windows 防火牆 自動 停用 除非您正在使用 GPO 設定例外項目， 

否則請停用 

Windows Media Center 
Receiver 服務 

手動 停用 由 Media Center 使用 

Windows Media Center 
Scheduler Service 

手動 停用 由 Media Center 使用 

*Windows Search 自動 停用 若您未在虛擬機中進行大量搜尋， 

請停用 

*Windows Update 自動 停用 除非更新時需要使用，否則請停用 

WLAN AutoConfig 手動 停用 無線 LAN 設定 

WWAN AutoConfig 手動 停用 用於行動式寬頻裝置 

*離線檔案 手動 停用 用於離線檔案快取的維護 

SSDP Discovery 手動 停用 用於探索 UPNP 裝置 

 

附註：上述任何服務均能在透過為每項服務執行下列 PowerShell 語法而使映像被 Sysprep 和擷取之前， 

使用指令檔以程式方式停用。請確保使用服務名稱 (非顯示名稱) 以取得最佳結果： 
 

Powershell Set-Service ‘Service name’ -startuptype “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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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群組原則適用的 Windows 7 自訂 

透過使用 GPO 後建置可動態套用自訂。許多組織偏好使用 GPO，因為可管理實體機的現有原則亦可用

於虛擬桌面平台。GPO 可提供許多桌面平台管理的優勢，但在設計和實作時應特別小心。以下各節說

明使用 GPO 於 VMware View 桌面平台時建議的做法。 

專用 OU 
建議方法是將虛擬機存放在 Active Directory 內的專用 OU 中，封鎖繼承，並對使用者架構的 GPO 強制

執行回送處理，以便任何在專用 OU 中套用的使用者 GPO 覆寫任何其他先前套用的使用者架構 GPO。 

封鎖 OU 上的繼承 
若您希望管理虛擬機，封鎖繼承或許是很重要的步驟。在某些情況下，在其他 OU 中之電腦帳戶套用的

群組原則，可能直接抵觸您希望在虛擬桌面平台基礎架構環境中套用的設定 (例如，底色圖案原則)。 

其他說明群組原則之繼承的資訊位於下列網站：http://blogs.technet.com/b/grouppolicy/ 

archive/2010/01/07/tales-from-the-community-enforced-vs-block-inheritance.aspx 

回送原則處理 
在您想要依據電腦帳戶在 Active Directory 中的位置將群組原則套用至使用者時， 回送原則處理就很有

用。若電腦帳戶是位於特殊 OU 中，該 OU 具有針對該系統之使用者套用的特定群組原則設定時，請運

用回送原則處理以確保群組原則是以預期且偏好的方式套用。如需有關實作回送原則處理的詳細資訊，

請參閱下列網站：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bb742376.aspx#EDAA 

Windows 7 群組原則表 
 

 
原則 

 
原則位置 

 
設定 

行動作業中心 

圖示移除 

[使用者設定] > [系統管理範本] > 

[開始功能表] 和 [工作列] 

• 移除行動作業中心圖示 = 已啟用 

事件記錄檔 [電腦設定] > [系統管理範本] >  

[事件記錄檔服務] > [特定事件 

記錄檔] 

• 最大應用程式記錄檔大小 = 1024 

• 最大安全性記錄檔大小 = 1024 

• 最大系統記錄檔大小 = 1024 

 
附註：若您嘗試透過此群組原則設定將安全

性記錄檔大小設為 1024，您的大小被限制

為 20480，除非您使用位於下列位置且適用

於 Windows XP SP2 和 Server 2003 及更新

版本的先前群組原則設定以設定此大小 – 

[電腦設定] > [Windows 設定] > [安全性 

設    

 
*防火牆 [電腦設定] > [Windows 設定] >  

[安全性設定] > [具有進階安全性的 

Windows 防火牆] > [Windows 防火

牆屬性] 

• 防火牆狀態 = 開啟(建議)，或關閉 

 
附註：若 Windows 防火牆服務已停用， 

此為非必要 

Internet Explorer 
設定 (快取) 

[使用者設定] > [系統管理範本] > 
[Windows 元件] > [Internet 

Explorer] > [網際網路 控制台] >  
[進階頁面] 

• 瀏覽器關閉時清空  

[Temporary Internet Files] 資料夾 = 已啟用 

http://blogs.technet.com/b/grouppolicy/archive/2010/01/07/tales-from-the-community-enforced-vs-block-inheritance.aspx�
http://blogs.technet.com/b/grouppolicy/archive/2010/01/07/tales-from-the-community-enforced-vs-block-inheritance.aspx�
http://blogs.technet.com/b/grouppolicy/archive/2010/01/07/tales-from-the-community-enforced-vs-block-inheritance.aspx�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bb742376.aspx#EDAA�


針對 Windows 7 的 VMware View 最佳化指南 

最佳化指南   /   20  

 

 

 
 
 
 

Internet Explorer 
設定 (首次執行

精靈) 

[電腦設定] > [系統管理範本] > 

[Windows 元件] > [Internet 
Explorer] 

• 防止執行 [第一次執行自訂] 設定= 已啟用 

資源回收筒 [電腦設定] > [系統管理範本] > 
[Windows 元件] > [Windows 
Explorer] 

• 不要將已刪除的檔案移到資源回收筒中 =  

已啟用 

遠端桌面平台 [電腦設定] > [系統管理範本] > 

[Windows 元件] > [遠端桌面服務] > 

[遠端桌面工作階段主機] > [連線] 

• 允許使用者使用遠端桌面服務從遠端連線 =  

已啟用 

遠端桌面 [電腦設定] > [系統管理範本] > 

[Windows 元件] > [遠端桌面平台

服務] > [遠端桌面工作階段主機] > 

[安全性] 

• 透過使用網路層級驗證以要求對遠端連線 

進行使用者驗證 = 已啟用 

RSS 摘要 [使用者設定] > [系統管理範本] > 

[Windows 元件] > [RSS 摘要] 

• 關閉背景同步處理摘要及網頁快訊 = 已啟用 

*螢幕保護裝置 [使用者設定] > [系統管理範本] > 

[控制台] > [個人化] 

• 以密碼保護螢幕保護裝置 = 已啟用 

• 螢幕保護裝置逾時 = 600 

• 強制特定螢幕保護裝置 = %windir%\ 

system32\scrnsave.scr 

系統還原 [電腦設定] > [系統管理範本] >  

[系統] > [系統還原] 

• 關閉系統還原 = 已啟用 

使用者存取 

控制 

[電腦設定] > [Windows 設定] >  

[安全性設定] > [本機原則] >  

[安全性選項] 

• 使用者帳戶控制：在管理員核准模式，系統 

管理員之提高權限提示的行為 = 提高權限而 

不提示 

• 使用者帳戶控制：偵測應用程式安裝，並提

示提高權限 = 已停用 

• 使用者帳戶控制：僅針對在安全位置安裝的 

UIAccess 應用程式，提高其權限 = 已停用 

• 使用者帳戶控制：所有系統管理員均以管理

員核准模式執行 = 已停用 

底色圖案 [使用者設定] > [系統管理範本] > 
[桌面平台] > [桌面平台] 

• 桌面底色圖案 = “  ” 

 
附註：在上述設定中將底色圖案設為無， 

需要「空一格」。或是，設定成不存在的 

檔案，將能實際完全避免使用者設定底色 

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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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原則位置 

 
設定 

Windows 
Defender 

[電腦設定] > [系統管理範本] > 

[Windows 元件] > [Windows 

Defender] 

• 關閉 Windows Defender = 已啟用 

Windows 
Sideshow 

[電腦設定] > [系統管理範本] > 

[Windows 元件] > [Windows 

Sideshow] 

• 關閉 Windows Sideshow = 已啟用 

*Windows 
Update 

[電腦設定] > [系統管理範本] >  

[系統] > [網際網路通訊管理] >  

[網際網路通訊設定] 

• 關閉對所有 Windows Update 功能的存取 = 

已啟用 

• 關閉 Windows Update 裝置驅動程式搜尋 = 

已啟用 

 
附註：若 Windows Update 服務已停用， 
此為非必要 

使用登錄適用的 Windows 7 自訂 

透過修改登錄，許多最佳化能以程式方式套用。多數直接影響作業系統的修改，包含於 HKEY 本機電腦

登錄區。然而，在使用者的登錄中可進行許多變更，這將能減少重複性的工作和視覺桌面平台特性。 

視覺桌面平台設定 (例如螢幕保護裝置和背景) 可能會不必要地將大量頻寬導入至顯示資料流中，這就是

此類設定被包含於建議最佳化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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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 (本機電腦) 設定 
WINDOWS 登錄編輯器版本 5.00 

 

 
;Disables First Run Wizard for Internet Explorer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 
“DisableFirstRunCustomize”=dword:00000001 
;Disables Windows Upda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WindowsUpdate\AU] 
“NoAutoUpdate”=dword:00000001 
;Disables System Restor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 NT\SystemRestore] 
“DisableSR”=dword:00000001 
;Sets size and retention for Event Logs to 1 MB and no retention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eventlog\Application] 
“MaxSize”=dword:00100000 
“Retention”=dword: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eventlog\Security 
“MaxSize”=dword:00100000 
“Retention”=dword: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eventlog\System] 
“MaxSize”=dword:00100000 
“Retention”=dword:00000000 
;Disables the crash dump fil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rashControl] 
“CrashDumpEnabled”=dword:00000000 
;Removes the option to store files in the recycle bin and deletes them immediately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 
“NoRecycleFiles”=dword:00000001 
;Allows RDP to be used – ensure firewall is configured or turned off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Terminal Server] 
“fDenyTSConnections”=dword: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Terminal Server\WinStations\ 
RDP-Tcp] 
“UserAuthentication”=dword:00000000 
;Disables User Access Control (UAC)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System] 
“EnableLUA”=dword:00000000 
;Set Superfetch for boot files only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Memory 
Management\PrefetchParameters] 
“EnableSuperfetch”=dword:00000000 
;Turn off Default Network Location Dialogu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Network\  
NewNetworkWindowOff] 
; Extend Disk Time-Out Value to 2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Disk] 
“TimeOutValue”=dword:000000c8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Image] 
“Revision”=”1.0”  
“Virtual”=”Yes”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Sideshow] 
“Disabled”=dword:00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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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Aero 是透過登錄而會在多數 Windows 7 版本中自動啟用的功能。VMware View 支援如  

Windows Aero 等 3D 圖形。若不清楚 Windows 7 中的 Aero，請參閱「Aero 桌面平台體驗為何？」和

「開啟 Aero 疑難排解員」。若要在 VMware View 中啟用 3D 圖形，請參閱 VMware View 評估者指南中的

「透過 WAN 和 LAN 的 3D 圖形」。您可透過桌面平台集區設定中的 View Administrator 啟動 3D 圖形。 

建立與修改預設使用者設定檔 

多年來，系統管理員一直透過下列方式自訂標準映像的預設設定檔：自訂本機系統管理員的設定檔，然

後複製該設定檔至預設的使用者設定檔目錄，使預設設定檔完整具備登入系統之每位使用者所需的所有

自訂。這種程序往往會產生問題，而且並未正式受 Microsoft 支援。本白皮書將著重在可用於改變預設

使用者設定檔的方法。適用於組織的最佳方法是透過檢視可用的支援解決方案並挑選最符合組織需求之

解決方案決定。 
 
 

使用者 (預設使用者) 設定 

WINDOWS 登錄編輯器版本 5.00 
 

 
;Sets the screensaver default to “blank”, timeout 10 mins, protected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Control Panel\Desktop] 

“SCRNSAVE.EXE”=”%windir%\\system32\\scrnsave.scr” 
“ScreenSaveTimeOut”=”600” 

“ScreenSaverIsSecure”=”1” 
;Sets default wallpaper to nothing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System] 

“Wallpaper”=”” 
;Ensures that temporary internet files are always purged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Internet Settings\Cache] 
“Persistent”=dword:00000000 

;Hide the Action Center Task Tray Icon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 

“HideSCAHealth”=dword:00000001 
;Disable RSS Feeds for Internet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Feeds] “SyncStatus”=dword:00000000 

 
附註：HKCU\.Default 登錄區的預設使用者設定檔設定，必須在映像被 Sysprep 與擷取之前匯入。上述

使用者預設設定可透過遵循 在本白皮書中「建立與修改預設使用者設定檔」一節所定義的程序，以程

式方式套用至預設使用者設定檔。 

修改預設使用者設定檔的支援方法 
• 含 Sysprep 的自動化設定檔複本 (CopyProfile)：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cc748953(WS.10).aspx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973289 

• 指令檔方法： 

http://support.microsoft.com/?id=284193 
 

http://blogs.technet.com/b/deploymentguys/archive/2009/10/29/configuring-default-user-settings-full- 
update-for-windows-7-and-windows-server-2008-r2.aspx 

 

• 群組原則偏好設定：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42e30e3f-6f01-4610-9d6e- 
f6e0fb7a0790&displaylang=en 

http://windows.microsoft.com/en-US/windows7/What-is-the-Aero-desktop-experience�
http://windows.microsoft.com/en-US/windows7/open-the-aero-troubleshooter�
http://www.vmware.com/products/view/resources.html�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cc748953(WS.10).aspx�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cc748953(WS.10).aspx�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cc748953(WS.1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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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預設使用者設定檔的指令檔方法 
Commands.bat 和 TS.xml 使用下列方法以修改預設使用者設定檔，因為此方法在如何使用本白皮書有關

「部署」一節中所討論的進階技術而以程式套用與執行設定方面，提供最大彈性。 

附註：此程序僅供將預設使用者設定整合至標準映像中。 

1. 首先，找出要包含於 Windows 7 標準映像之預設使用者設定檔中所需的 HKCU 設定。將這些設定維

持為 Windows 特定，例如在本白皮書中提出的那些設定 (預設螢幕保護裝置設定、預設底色圖案行

為等等)。 

附註：Microsoft 表示，並非所有 HKCU 設定均可使用登錄插入而以程式套用，因此您獲得的益處可能

有所不同。盡可能使用群組原則建立您的 VMware View 虛擬機的預設值，以確保獲得一致的結果。 

2. 接下來，建立可啟動將預設使用者設定檔的 NTUser.DAT 檔案載入至 regedit 的批次檔、指令檔或 
PowerShell 指令，以進行更新。 

REG LOAD “hku\Test” “%USERPROFILE%\..\Default User\NTUSER.DAT” 

以上範例假定預設使用者的登錄區將被載入至登錄內 HKEY_Users 之下的 Test。此指令必須以與顯示

方式相同的方式執行，如果需要的話，僅能將 hku\Test 更改為另一個位置，例如 hku\TEMP。 

3. 接下來，當登錄區開放編輯時，使用 REG、PowerShell 或 regedit /s 指令，插入 HKU\.Default 所需

的任何登錄更新。下列範例使用 REG 以說明其中一個插入值的方式。 

REG ADD “hku\Test\ 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 
System” /v Wallpaper /d “” /f 

4. 最後 (非常重要)，登錄區必須卸載以儲存匯入至預設使用者設定檔的變更。若未能採取此動作，將

使登錄區對目前登入的使用者與未附加的更新保持開放狀態。 

REG unload “hku\Test” 

5. 現在，您的批次檔案應看起來與下列類似： 

REG LOAD “hku\Test” “%USERPROFILE%\..\Default User\NTUSER.DAT” 

REG ADD “hku\Test\ 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 
System” /v Wallpaper /d “” /f 

REG unload “hku\Test” 

附註：由於格式關係，以上指令可能會自動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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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VMware View 桌面平台 

最佳化 Windows 7 的目標，不僅在於最佳化虛擬機的初始組建和部署。本節將檢視與 VMware View 桌

面平台之持續管理相關的設定，以及修改 PCoIP 顯示通訊協定之預設行為的選擇性設定。 

View Manager 閒置設定 

View Manager 提供可決定閒置時間長度的設定，否則已中斷連線的 VMware View 桌面平台將在進入暫

停模式或關閉之前，使用系統資源。這些設定可依據每一桌面平台集區修改，或可透過 View 原則管

理。決定可接受的時間長度，能大幅減少系統硬碟上的負載。然而，讓機器進入暫停或設定使用者持續

開啟其桌面平台的電源，均會造成反效果，因此應審慎處理這些設定。 

使用 GPO 管理 PCoIP 

在某些情況下，部分最佳化可包含為特定網路環境限制或調整 PCoIP 通訊協定。PCoIP.ADM 檔案是由 

VMware View 提供，而透過使用 GPO，此 PCoIP.ADM 檔案可用於將這些設定部署至 VMware View 用戶

端。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VMware View 5 with PCoIP Network Optimization Guide。 

GPO PCoIPImagingMaximumInitialImageQuality 
在限制頻寬的情境下，此設定可用於設定下列偏好設定：在大規模畫面變更時，使用較大尖峰頻寬帶來

較高的初始映像品質；或是在大規模畫面變更時，使用較小尖峰頻寬帶來較低的初始映像品質。 

附註：若使用，請在套用頻寬限制之前考慮調整最高映像品質，或調整最低映像品質。 

設定為在 0 至 100 之間的值 (預設值是 90)。此值必須設定為低於 PCoIPImagingMinimumInitialQuality 

的值。 

GPO PCoIPMaxLinkRate 
PCoIP 通訊協定的目的是，充分善用可用網路頻寬的優勢，並在同一個連結上之使用中的使用者之間公

平共用頻寬。您不應變更此設定，除非您已經過仔細判斷，認定整體效果會具有優勢。請勿將最大頻寬

限制設定的太低，導致個別工作階段無法於額外連結頻寬可用時，充分善用其優勢。 

附註：若使用，此設定應設定為適用於所有共用特定網路連結的使用者。 

將 PCoIPMaxLinkRate 設為理想的最大 PCoIP 工作階段頻寬，以每秒千位元計算 (換句話說， 

1000 = 1000Kbps = 1Mbps)。預設值是 1Gbps，0 = 無頻寬限制。 

http://www.vmware.com/technical-resources/products/view.html�
http://www.vmware.com/technical-resources/products/vi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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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自訂參考) 

此自訂參考表列出為您的 VMware View 虛擬桌面平台基礎架構最佳化 Windows 7 的所有建議設定。[方法] 

欄代表可用的機制以套用這些設定。選擇的方法應依組織的限制與偏好設定而定。選擇性變更會以星號 (‘*’) 

標示。 

 
類型 

 
說明 

 
狀態 

 
方法 

 
登錄區 

自訂 行動作業中心圖示 停用 GPO、登錄 HKCU 

自訂 將開機設為「無 GUI」 停用 指令行 HKLM 

自訂 損毀傾印 停用 登錄 HKLM 

自訂 磁碟逾時值 修改 登錄 HKLM 

自訂 事件記錄檔 修改 GPO、登錄 HKLM 

自訂 休眠 停用 指令行 HKLM 

自訂 IE 快取 停用 GPO、登錄 HKCU 

自訂 IE 首次執行精靈 停用 GPO、登錄 HKLM 

自訂 IE RSS 摘要 停用 GPO、登錄 HKCU 

自訂 映像修訂 修改/建立 登錄 HKLM 

自訂 最近存取時間戳記 修改 指令行 HKLM 

自訂 網路位置對話 修改 登錄 HKLM 

自訂 資源回收筒 停用刪除的

檔案保存 
GPO、登錄 HKLM 

自訂 登錄閒置備份 停用 指令行 HKLM 

自訂 螢幕保護裝置 啟用與設定 GPO、登錄 HKCU 

自訂 底色圖案 停用 GPO、登錄 HKCU 

自訂 WinSAT (Windows 系統 

評估工具) 
停用 指令行 HKLM 

功能 使用者存取控制 關閉或設定 GPO、登錄 HKLM 

功能 Windows Sideshow 停用 GPO、登錄 HKLM 

功能/服務 系統還原 停用 GPO、登錄、 

服務、指令行 
HK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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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說明 

 
狀態 

 
方法 

 
登錄區 

Windows 服務 *桌面視窗管理員 

工作階段管理員 
停用 服務 HKLM 

Windows 服務 *IP 協助程式 停用 服務 HKLM 

Windows 服務 *Superfetch 停用 登錄、服務 HKLM 

Windows 服務 *主題 停用 服務 HKLM 

Windows 服務 *Windows Defender 停用 GPO、服務、

指令行 
HKLM 

Windows 服務 平板電腦 電腦輸入 服務 HKLM 

Windows 服務 *Windows 防火牆 設定/停用 GPO、服務、 

指令行 
HKLM 

Windows 服務 BitLocker 磁碟機加密服務 停用 服務 HKLM 

Windows 服務 區塊層級備份引擎服務 停用 服務 HKLM 

Windows 服務 診斷原則服務 停用 服務 HKLM 

Windows 服務 磁碟重組工具 停用 服務、指令行 HKLM 

Windows 服務 家用群組接聽程式 停用 服務 HKLM 

Windows 服務 家用群組提供者 停用 服務 HKLM 

Windows 服務 Microsoft iSCSI Initiator  
服務 

停用 服務 HKLM 

Windows 服務 Microsoft 軟體陰影複製 

提供者 

為 Persona 

Management 
停用/啟用 

服務 HKLM 

Windows 服務 離線檔案 停用 服務 HKLM 

Windows 服務 遠端桌面 啟用 GPO、登錄、服務 HKLM 

Windows 服務 安全通訊端通道通訊協定 

服務 

停用 服務 HKLM 

Windows 服務 安全中心 停用 服務 HKLM 

Windows 服務 SSDP Discovery 停用 服務 HK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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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說明 

 
狀態 

 
方法 

 
登錄區 

Windows 服務 磁碟區陰影複製 

服務 
為 Persona 

Management 
停用/啟用 

服務 HKLM 

Windows 服務 Windows 備份 停用 服務 HKLM 

Windows 服務 Windows 錯誤報告服務 停用 服務 HKLM 

Windows 服務 Windows Media Center 
Receiver 服務 

停用 服務 HKLM 

Windows 服務 Windows Media Center 
Scheduler Service 

停用 服務 HKLM 

Windows 服務 Windows Search 停用 服務 HKLM 

Windows 服務 Windows Update 停用 GPO、登錄、服務 HKLM 

Windows 服務 WLAN AutoConfig 停用 服務 HKLM 

Windows 服務 WWAN AutoConfig 停用 服務 HKLM 

附錄 B (Commands.bat) 

若要最佳化 Windows 7 桌面平台範本，您可從附加於本指南之兩個檔案的其中一個建立 Commands.bat 

檔：CommandsPersonaManagement.txt 或 CommandsNoPersonaManagement.txt。若要儲存這些其中一個

文字檔，請移至 [Adobe Reader] 功能表，選取 [檢視]，然後 [瀏覽面板]、[附件]、您選擇的文字檔，然後

選取 [儲存附件]。若您打算實作 View Persona Management，請選擇 CommandsPersonaManagement.txt 檔

案。若您不打算實作 View Persona Management，請選擇 CommandsNoPersonaManagement.txt 檔案。重新

命名為「Commands.bat」以執行批次檔案。該批次檔案的內容顯示如下。 

附註：由於格式關係，下列指令可能會自動換行 

系統管理員附註：任何套用至預設使用者的 HKEY 使用者設定，將僅會套用至新建立的檔案。系統管理員
預設設定檔將保留不動。若要查看對預設使用者設定檔所做的修改效果，您必須以另一個使用者的身分登
入，而非本機系統管理員。 

重要事項：若您正在實作 Persona Management，下列兩行文字已從 CommandsNoPersonaManagement.txt 
檔案中刪除，以建立 CommandsPersonaManagement.txt 檔案： 

 
Powershell Set-Service ‘VSS’ -startuptype “disabled” 

... 
vssadmin delete shadows /All /Qu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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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刪除這幾行文字，您正使這些桌面平台準備好進行 Persona Management 啟用。 

CommandsNoPersonaManagement.txt 

rem Use this script for desktops _without_ View Persona Management implemented. 

 
rem Setting Default HKCU values by loading and modifying the default user registry hive 
reg load “hku\temp” “%USERPROFILE%\..\Default User\NTUSER.DAT” 
reg ADD “hku\temp\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Control Panel\Desktop” /v 
SCRNSAVE.EXE /d “%windir%\system32\scrnsave.scr” /f 
reg ADD “hku\temp\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Control Panel\Desktop” /v 
ScreenSaveTimeOut /d “600” /f 
reg ADD “hku\temp\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Control Panel\Desktop” /v 
ScreenSaverIsSecure /d “1” /f 
reg ADD “hku\temp\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System” /v 
Wallpaper /d “ “ /f 
reg ADD “hku\temp\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Internet Settings\Cache” /v 
Persistent /t REG_DWORD /d 0x0 /f 
reg ADD “hku\temp\Software\Microsoft\Feeds” /v SyncStatus /t REG_DWORD /d 0x0 /f 
reg ADD “hku\temp\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 /v 
HideSCAHealth /t REG_DWORD /d 0x1 /f 
reg unload “hku\temp” 

 
rem Making modifications to the HKLM hive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 /v 
DisableFirstRunCustomize /t REG_DWORD /d 0x1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Memory 
Management\PrefetchParameters” /v EnableSuperfetch /t REG_DWORD /d 0x0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WindowsUpdate\AU” /v 
NoAutoUpdate /t REG_DWORD /d 0x1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 NT\SystemRestore” /v 
DisableSR /t REG_DWORD /d 0x1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Disk” /v TimeOutValue /t 
REG_DWORD /d 200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Image” /v Revision /t REG_SZ /d 1.0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Image” /v Virtual /t REG_SZ /d Yes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eventlog\Application” /v 
MaxSize /t REG_DWORD /d 0x100000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eventlog\Application” /v 
Retention /t REG_DWORD /d 0x0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Network\ 
NewNetworkWindowOff”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eventlog\System” /v 
MaxSize /t REG_DWORD /d 0x100000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eventlog\System” /v 
Retention /t REG_DWORD /d 0x0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eventlog\Security” /v 
MaxSize /t REG_DWORD /d 0x100000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eventlog\Security” /v 
Retention /t REG_DWORD /d 0x0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rashControl” /v 
CrashDumpEnabled /t REG_DWORD /d 0x0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 
/v NoRecycleFiles /t REG_DWORD /d 0x1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Terminal Server”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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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enyTSConnections /t REG_DWORD /d 0x0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Terminal Server\WinStations\ 
RDP-Tcp” /v UserAuthentication /t REG_DWORD /d 0x0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system” /v 

EnableLUA /t REG_DWORD /d 0x0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Sideshow” /v Disabled /t 

REG_DWORD /d 0x1 /f 

 
rem Using Powershell to perform Windows Services modifications  
Powershell Set-Service ‘BDESVC’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wbengine’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DPS’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UxSms’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Defragsvc’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HomeGroupListener’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HomeGroupProvider’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iphlpsvc’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MSiSCSI’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swprv’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CscService’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SstpSvc’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wscsvc’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SSDPSRV’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SysMain’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TabletInputService’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Themes’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upnphost’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VSS’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SDRSVC’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WinDefend’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WerSvc’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MpsSvc’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ehRecvr’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ehSched’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WSearch’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wuauserv’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Wlansvc’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WwanSvc’ -startuptype “disabled” 

 

rem Making miscellaneous modifications  
bcdedit /set BOOTUX disabled 

vssadmin delete shadows /All /Quiet 

Powershell disable-computerrestore -drive c:\  
netsh advfirewall set allprofiles state off  
powercfg -H OFF 

net stop “sysmain” 

fsutil behavior set DisableLastAccess 1 

 

rem Making modifications to Scheduled Tasks 

schtasks /change /TN “\Microsoft\Windows\Defrag\ScheduledDefrag” /Disable  
schtasks /change /TN “\Microsoft\Windows\SystemRestore\SR” /Disable  
schtasks /change /TN “\Microsoft\Windows\Registry\RegIdleBackup” /Disable  
schtasks /change /TN “\Microsoft\Windows Defender\MPIdleTask” /Disable 

schtasks /change /TN “\Microsoft\Windows Defender\MP Scheduled Scan” /Disable 
schtasks /change /TN “\Microsoft\Windows\Maintenance\WinSAT” /Dis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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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sPersonaManagement.txt 
 

rem Use this script for desktops _with_ View Persona Management implemented. 

 

rem Setting Default HKCU values by loading and modifying the default user registry hive 
reg load “hku\temp” “%USERPROFILE%\..\Default User\NTUSER.DAT” 

reg ADD “hku\temp\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Control Panel\Desktop” /v 

SCRNSAVE.EXE /d “%windir%\system32\scrnsave.scr” /f 

reg ADD “hku\temp\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Control Panel\Desktop” /v 

ScreenSaveTimeOut /d “600” /f 

reg ADD “hku\temp\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Control Panel\Desktop” /v 

ScreenSaverIsSecure /d “1” /f 

reg ADD “hku\temp\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System” /v 

Wallpaper /d “ “ /f 

reg ADD “hku\temp\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Internet Settings\Cache” 

/v Persistent /t REG_DWORD /d 0x0 /f 

reg ADD “hku\temp\Software\Microsoft\Feeds” /v SyncStatus /t REG_DWORD /d 0x0 /f 
reg ADD “hku\temp\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 /v 
HideSCAHealth /t REG_DWORD /d 0x1 /f 

reg unload “hku\temp” 

 

rem Making modifications to the HKLM hive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 /v 

DisableFirstRunCustomize /t REG_DWORD /d 0x1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Memory 

Management\PrefetchParameters” /v EnableSuperfetch /t REG_DWORD /d 0x0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WindowsUpdate\AU” /v 

NoAutoUpdate /t REG_DWORD /d 0x1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 NT\SystemRestore” /v 

DisableSR /t REG_DWORD /d 0x1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Disk” /v TimeOutValue 

/t REG_DWORD /d 200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Image” /v Revision /t REG_SZ /d 1.0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Image” /v Virtual /t REG_SZ /d Yes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eventlog\Application” 

/v MaxSize /t REG_DWORD /d 0x100000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eventlog\Application” 

/v Retention /t REG_DWORD /d 0x0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Network\ 
NewNetworkWindowOff”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eventlog\System” /v 

MaxSize /t REG_DWORD /d 0x100000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eventlog\System” /v 

Retention /t REG_DWORD /d 0x0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eventlog\Security” /v 

MaxSize /t REG_DWORD /d 0x100000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eventlog\Security” /v 

Retention /t REG_DWORD /d 0x0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rashControl” /v 

CrashDumpEnabled /t REG_DWORD /d 0x0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 
Explorer” /v NoRecycleFiles /t REG_DWORD /d 0x1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Terminal Server” /v 
fDenyTSConnections /t REG_DWORD /d 0x0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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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Terminal Server\ 
WinStations\RDP-Tcp” /v UserAuthentication /t REG_DWORD /d 0x0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system” 

/v EnableLUA /t REG_DWORD /d 0x0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Sideshow” /v Disabled /t 

REG_DWORD /d 0x1 /f 

 

rem Using Powershell to perform Windows Services modifications  
Powershell Set-Service ‘BDESVC’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wbengine’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DPS’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UxSms’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Defragsvc’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HomeGroupListener’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HomeGroupProvider’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iphlpsvc’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MSiSCSI’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swprv’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CscService’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SstpSvc’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wscsvc’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SSDPSRV’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SysMain’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TabletInputService’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Themes’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upnphost’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SDRSVC’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WinDefend’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WerSvc’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MpsSvc’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ehRecvr’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ehSched’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WSearch’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wuauserv’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Wlansvc’ -startuptype “disabled”  
Powershell Set-Service ‘WwanSvc’ -startuptype “disabled” 

 

rem Making miscellaneous modifications  
bcdedit /set BOOTUX disabled 

Powershell disable-computerrestore -drive c:\  
netsh advfirewall set allprofiles state off  
powercfg -H OFF 

net stop “sysmain” 

fsutil behavior set DisableLastAccess 1 

 

rem Making modifications to Scheduled Tasks 

schtasks /change /TN “\Microsoft\Windows\Defrag\ScheduledDefrag” /Disable  
schtasks /change /TN “\Microsoft\Windows\SystemRestore\SR” /Disable  
schtasks /change /TN “\Microsoft\Windows\Registry\RegIdleBackup” /Disable  
schtasks /change /TN “\Microsoft\Windows Defender\MPIdleTask” /Disable 

schtasks /change /TN “\Microsoft\Windows Defender\MP Scheduled Scan” /Dis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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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CommandsDesktopReadyForPersonaManagement.txt) 

若您現有的桌面平台映像未使用 Persona Management，而您希望在該桌面平台映像上部署 Persona 

Management，則請從附加的 CommandsDesktopsReadyForPersonaManagement.txt 檔案在您的

虛擬機範本上建立 BAT 檔。從 Adobe Reader 的 [檢視] 功能表，選取 [瀏覽面板]、[附件]，然後 [另存

新檔] 為 BAT 檔。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此指令檔 (按滑鼠右鍵 > [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當 BAT 

檔完成時，請將電腦重新開機。 

CommandsDesktopReadyForPersonaManagement.txt 

若要在先前未使用 Persona Management 的桌面平台上實作 View Persona Management，請將此文字檔轉換

為 BAT 檔，並在您的虛擬機範本上執行此 BAT 檔。 

您必須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此指令檔 (按滑鼠右鍵 > [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 

在指令檔完成後，請將電腦重新開機。 

Powershell Set-Service ‘VSS’ -startuptype “automatic”  
Powershell Set-Service ‘swprv’ -startuptype “automatic”  

pause 

附錄 D (TS.xml) 

工作順序 XML (TS.xml) 範例 

TS.xml 檔已附加於本指南中，並可透過下列方式儲存：請移至 [Adobe Reader] 功能表，選取 [檢視]，

然後 [瀏覽面板]、[附件]，和 TS.xml，然後選取 [儲存附件]。如需逐步指導方針，請參閱「使用 

Microsoft Deployment Toolkit」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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